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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朗 公 立 中 學 校 友 會 英 業 小 學 

二 零 一 八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度 

校  務  報  告  

 

一、背景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自 2003年 9月由元朗公園北路遷往天水圍俊宏軒(前身為元朗

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下午校)，成為元朗市首批取得全新校舍，用以分拆為全日制的學校。 

本校由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 (以下簡稱元中校友會)於一九八九年創立。元中校友會成員本

著回饋社會的無私之心，致力為元朗區學童提供優質教育服務。元中校友會共辦有一所中

學、兩所全日制小學和一所幼稚園，所有學校均位於元朗，彼此關係密切，在區內亦薄有名

聲。 

為提供優質教育及實施校本管理，本校於 2005年 9月 1日正式註冊成立法團校董會，設有

多個委員會監察及管理學校事務，法團校董除辦學團體提名校董外，更有經過投票選舉產生

之教師、家長及校友代表，並邀請本區知名人士加入，共同組成學校管治架構。 

 

二、我們的學校 

2.1  抱    負：培育英賢．進德修業 

2.2  辦學使命： 

(a) 提供優質教育； 

(b) 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使具各種潛質的學生有機會發展所長； 

(c) 發揚『勤、孝、友、誠』校訓的精神； 

(d) 教導學生以服務人群為人生目標。 

2.3  發展方針：品德為本  語文為基  健康生活  豐盛人生 

2.4  關注重點： 

 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教表現 

 培養學生成為有主見、有承擔、有毅力、有夢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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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學校簡介： 

    

校    址： 元朗天水圍天瑞路 86號 

創校年份： 1989      

校  監： 侯寿發      

校  董： 黃  峻 何澤仁 謝志斌 侯耀忠 張偉文 黃紹顏 

 林少南 鄧英業 羅燕華 袁秀婷 簡浩桓 文志欽 

 陸庭佳 廖志鈞     

校  長： 文志欽      

副 校 長： 單琬雅 劉嘉麗     

主  任： 何秀英 陸庭佳 郁振傑 鄧之良 王致人 韓婉恒 

 毛琪恩      

教  師： 陳麗芬 陳藹如 陳曉君 陳慧儀 鄒展豪 卓泳珊 

 卓曉珊 張美莉 張少澤 鍾富華 方浩輝 何美儀 

 何雪雯 關霆峰 郭蔚昕 郭程明 廖德明 廖志鈞 

 廖淑霞 林倩嫣 林雅潔 林思敏 黎佩儀 李淑儀 

 劉靄詠 劉翠萍 劉佩婷 梁瑞珊 梁國偉 羅霆輝 

 吳亦敏 柯迎雯 彭中華 潘家輝 孫淑娟 薛凱華 

 單文琰 鄧咏茵 黃淑賢 黃露兒 黃韻珊 王傍興 

 王德明 姚錦方 嚴芷若 楊健榮   

外籍英語教師：  Madeleine Volschenk 

英文教學助理： 張漢英 Maggie Foo    

中央圖書館主任： 陳志強      

學 生 輔 導 員： 陸泳釺      

助理文書主任： 張淑賢      

助 理 文 員： 曾建民 鄧苑雯     

行 政 文 員： 梁潔珍      

資訊科技助理員： 梁進益 梁智衡     

教  學  助  理： 周兆輝 蕭善雯 王詠珊 藍詠儀   

工     友： 戴松有 陳秀梅 曾衛媚 曾朝暉 梁麗琼 練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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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校董會架構 

辦學團體 校長 家長 教師 獨立人士 校友 

8 

(53.3%) 

1 

(6.7%) 

2 

(13.3%) 

2 

(13.3%) 

1 

(6.7%) 

1 

(6.7%) 

 

2.7 人事編制 

職別 校長 副校長 主任 教師 學生輔導員 合計 

人數 1 2 7 47 1 

77 職別 圖書館老師 書記 助理 工友 IT 技術員 

人數 1 4 6 6 2 

 

 

2.8 學校的設備 

 

 標準「千禧校舍」佔地 6千平方米 

 標準課室 30個與十多個特別室全部安裝分體式空氣調節；另外各室裝設電腦並連接互聯

網、投映機、投射熒光幕及實物投影機輔助教學。 

 低年級裝設電子白板 

 分別在一、四、五年級、3個英文室、2個電腦室及禮堂安裝 APPLE TV 

 無線上網服務覆蓋全校，備有手提電腦 11部，IPAD 62部，Lenovo Tab 30部、1部

MACBOOK，方便班內進行分組研習活動 

 可容納千人的禮堂安裝有中央空氣調節系統，大型投射熒光幕及投映機，並設有高層樓座 

 多個休憩場地：多用途活動場地、羅馬式廣場等 

 空調圖書館，內藏書逾萬冊，設有互聯網絡角 

 兩個多媒體電腦室 

 三個多用途英語閱讀學習室 

 健康教育學習中心 

 有機蔬果種植場 

 一個標準足球場、三個籃球場及四個羽毛球場 

 雨天操場裝設投射熒光幕及投映機 

 所有課室設置空氣清新機 

 各樓層備有濾水功能飲水機 

 八達通收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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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們的學生 

3.1  班級組織、學生人數  （截至 2019年 7月 12日的註冊人數）                       

 級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加輔班 合計 

 班數 5 5 5 5 5 5 2 32 

 該級學額 125 125 125 125 125 125   

 學生人數 120 112 115 111 134 125  717 

 

3.2 各級實際上課日數（不包括考試日）： 176 天。 

3.3 學生出席率（以整學年計） 

小一 98%（計至個位） 

小二 98%（計至個位） 

小三 98%（計至個位） 

小四 98%（計至個位） 

小五 97%（計至個位） 

小六 98%（計至個位） 

 

3.4 學校時間表中各個學習領域課時的平均百分比 

學習領域 小一至小二 小三 小四至小六 

中國語文教育 22.2% 22.2% 22.2% 

英國語文教育 22.2% 22.2% 19.4% 

數學教育 13.9% 13.9% 16.7% 

小學常識科、電腦科 16.7% 16.7% 16.7% 

藝術教育 11.1% 13.9% 13.9% 

體育 5.6% 5.6% 5.6% 

圖書、導修 8.3% 5.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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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聯課活動的安排 

五個類別的課外活動學會/興趣小組的數目 

學術 11 

體育 21 

興趣 23 

藝術 26 

社會服務 4 

 

 

3.6 參與下列校際活動的學生百分比  (香港學校音樂節、香港學校朗誦節、香港學校戲劇節、學校舞 

蹈節及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舉辦的校際運動項目) 

(百分比：按人數計算，即學生參與多於一個項目亦只作一次計算) 

小一至小三 32.28% 

小四至小六 50.00% 

 

 

3.7 參與下列制服團體的學生百分比  (香港女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公益少年團、少年警訊的總人

數) 

(百分比：按人數計算，即學生參與多於一個項目亦只作一次計算) 

小一至小三 0.86% 

小四至小六 7.30% 

 

 

 

3.8 小三及小六學生在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中四個項目  (屈膝仰臥起坐/坐地前伸/耐力跑/手握力 

所獲取總得分的平均分數) 

歲數/年級 男生 女生 

8 歲小三 2.81 2.92 

9 歲小三 2.57 2.63 

11 歲小六 2.63 2.69 

12 歲小六 2.02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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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小一至小六男、女學生分別於可接受重量範圍內的百分比 

年級 男生 女生 

小一 97.10% 88.00% 

小二 80.00% 96.23% 

小三 75.86% 84.75% 

小四 63.64% 81.82% 

小五 72.13% 72.60% 

小六 67.65% 82.46% 

 

3.10 學生從學校借用閱讀資料的概況(2018-2019 年度) 

 

本年度學校圖書館沒有添購圖書，圖書津貼四萬元用作購買課室中文圖書 2,385本。課室圖書

去蕪存菁，棄置過舊的中文圖書，保留英文圖書。 

 

本年度學校圖書館內有中文圖書 9,302本，英文圖書 5,141 本；課室圖書合共有 4,479本。 

廣泛圖書共有 778 本(學生人數 717 人，每人借閱 8 次，估算合共借閱 5,736 本次)。學生每年

從學校圖書館借用閱讀資料的總數目有 8,631本次。  

 

本年度圖書館在推廣學生閱讀風氣方面，主要有以下計劃，包括：每月主題書展、廣泛閱讀計

劃、親子閱讀獎勵計劃、視藝科和體育科自主學習獎勵計劃及階梯閱讀空間獎勵計劃。 

此外，圖書館和英文科合辦一至三年級英文親子閱讀報告比賽和四至六年級英文閱讀報告比

賽。圖書館主辦一至三年級中文親子閱讀封面設計比賽，四至六年級中文閱讀封面設計比賽，

藉以提升學生寫作能力和增強閱讀興趣。 

 

透過書展活動，提高學生閱讀興趣。每月主題書展配合各科進度，按月更新，加上有獎問答遊

戲，學生參與率高，從而提升借閱量。 

 

廣泛閱讀計劃方面，精英班的廣泛圖書借書次數多於八次，其他班則有六、七次。 

 

「階梯閱讀空間獎勵計劃」是一個專為小學生而設計的閱讀空間，學習內容豐富，有系統地照

顧學生的閱讀能力差異，提供適合其閱讀程度的文章及練習，循序漸進鞏固所學。本年度「階

梯閱讀空間獎勵計劃」，小一至小四學生參與率極高，小五至小六學生參與率只屬一般。本年

度校內優秀獎金獎銀獎銅獎和傑出獎金獎銀獎銅獎分別由小二及小五學生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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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校內成績各級各科合格率                           總合格率（全年計算）：61.9%  

科  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結合性 

中文科 65.8% 67.0% 59.1% 67.6% 80.6% 80.0% 70.4% 

英文科 59.2% 58.0% 54.8% 54.1% 46.3% 46.4% 52.9% 

數學科 75.8% 70.5% 49.6% 57.7% 70.9% 48.8% 62.3% 

 

3.12 各級學生操行分所佔百分比                     (以取得乙至甲等級的學生比例計算) 

年  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結合性 

百分比 94.2% 86.6% 94.8% 81.1% 89.6% 89.6% 89.4% 

 

四. 我們的教師 

4.1 學歷 

學    歴 認可教育文憑 大學學位 碩士或博士 特殊教育培訓 

佔全校教師百分比 100% 98% 39% 40% 

 

 

4.2 教學年資 

年    資 0 至 4 年 5 至 9 年 10 年或以上 

佔全校教師百分比 25% 7% 68% 

 

 

4.3 教師的專業發展 

 

全年共有 1239人次參與校內及校外的教師培訓活動，以整學年計共 2618 小時，平均每名

教師完成 22.5 項進修。19人達普通話語文能力基準水平；另有 18人達英文語文能力基準水

平。31人已接受特殊教育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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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年度主要關注事項 ( 成就與反思 ) 

 

5.1 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教表現  

 

依據「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教表現」這個三年關注項目中，定下了今年度發展重點，包括：1. 
學生能運用自學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2. 發展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增強課堂的互動性，提升參

與度，培養學生成為主動學習者。 3. 評估促進自主學習。 4. 培養學生思維及研習能力。5.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5.1.1 學生能運用自學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就「學生能運用自學策略，提升學習效能」方面，本年度持續透過教授學生不同的自學策略，例如

利用查字典、上網搜尋資料、閱讀延伸學習材料、透過二維碼觀看預習短片、利用概念圖整理學習

資料等方法進行預習，並加強電子學習元素。 

 

圖書館舉辦了「自主學習簡筆畫」和「自主學習名人運動家小故事」活動，期望透過有趣的學習主

題，鼓勵學生自行找材料進行學習。99%以上曾參與本活動的學生均認同活動能鼓勵他們利用不同

途徑進行自學，惟參與活動的學生人數只佔整體學生的六成左右，來年設計活動時可多考慮學生的

興趣及如何推廣。 

 

中文科在小三至小六於讀文教學進行「筆記齊來寫一寫」活動，於學期初教授學生怎樣在課文標註

重點，並於上、下學期讓學生於自主閱讀篇章完成課文標註，讓學生進行自主學習，對課文內容有

進一步的鞏固及提升學習效能，而小一及小二年級則按學生能力先學習標柱「分段」、「文章體

裁」、「重點詞」。同時，優化讀文教學繼續進行「齊來問一問」活動，讓學生於預習紙中進行課文提

問。從教師問卷的數據得知，超過 90%教師認同學生能運用自學策略「筆記齊來寫一寫」、「齊來問

一問」活動提升學習效能。在推動電子學習方面，中文科教師於共同備課課堂運用不同的自學軟件

或程式進行課堂教學，以提升課堂的互動性，如在 eclass 進行預習或延伸練習。超過 90%教師認同

共同備課課堂運用不同的自學軟件或程式進行課堂教學能提升學習效能。 

 

英文科在四至六年級利用概念圖分析文章體裁組織來進行預習，80%以上英文科任均同意學生能運

用自學策略提升學習效能。一、二年級參與“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該計劃着重培養學生

的自學習慣，而 90%老師均同意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能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數學科在各年級已優化的「預習工作紙」中加入可用作自學用途的「二維碼」(QR Code)，讓學生

能透過運用電子設備及視訊媒體進行預習，進一步加強自學的模式。此外，持續更新「數學趣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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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卡」題目，針對「圖形與空間」範疇，為學生提供各種合程度的題目，培養他們主動學習的精神。

「數學小秘笈」為學生提供各課題的學習目標，並能讓他們在課後作自我檢視。本學年加強學生

摘錄筆記的技巧，並將摘錄筆記推展至堂課簿進行。同時，全面使用出版社提供的「自主學習及診

斷系統」，讓學生能自行診斷對學習內容的掌握情況，建立自主學習的模式。93%數學老師認同有

關的方案能推動學生獨自進行學習並獲取知識。 

 

常識科在學期初派發的摘錄筆記錦囊加入學生範例，讓學生有具體參考。另於三年級加入課業逐

步建立寫筆記的格式，惟學生識字量有限，仍以圈出及間出課本重點為主。但經過兩年的培養，高

年級學生開始自發書寫筆記，記錄課外知識，亦能嘗試運用思維技巧記錄，技巧漸趨成熟。常識大

使檢視三至六年級學生寫筆記的表現，發現學生記錄筆記的方法各有獨特性，有些喜歡記錄在課

本以便溫習，有些喜歡記錄在筆記，有些只會記錄感興趣的內容。由常識大使與學生一同分享寫

筆記的成果，能起鼓勵作用，效果良好。來年可繼續重點建立三年級學生摘錄筆記的習慣及格式，

而其他級繼續以鼓勵方式推動自主學習，記錄所學。三至六年級科任已習慣著學生進行課前預習，

其中較多預覽網上影片，老師認同預習能令學生對學習更感興趣、更投入。另外，運用小組互賴學

習方式進行自擬問答及回應上，能力較高的中高年級學生很快掌握，惟學生喜歡於上課時或學習

新課題期間舉手以六何發問，從答問過程中獲取知識。部分能力較弱的學生則需老師提問，引發

興趣及引導思考。對於在小組學習卡上書寫答案回應不感興趣。在推行電子學習上，小四至小六

學生兩次練習的平均參與率約七成，老師同意學生開始習慣運用本校內聯網系統及出版社電子學

習平台進行練習，亦同意電子學習能大大提升學習動機，惟少部分學生家中沒有電腦，影響學習

效能。從教師問卷中，95%教師認同學生能運用自學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本年度視藝科為加強小畫冊的運用，於小四小五全級推行視藝日記，記錄其創作發展。問卷調查

顯示，80%學生認同視藝日記能幫助他們記錄自己的創作發展，提升學習效能。此外所有科任均認

同視藝科除舉辦不同的興趣班，重點發展學生的創作意念，培訓學生參與不同的比賽外，午休於

視藝室開設藝術基地，介紹不同媒界的創作，能擴闊學生的藝術視野及提升對藝術的興趣及知識。

體育科在 eclass 擬定網上練習，加強宣傳和推廣，提升學生網上自學的效能。此外，教師又會製作

網上的思考題，讓 P.5-6 的學生搜集相關的資料，然後於課堂上討論和發表意見。81%學生在網上

練習取得 12 分或以上成績，可見有不少學生會自學工作紙相關內容。100%體育科任認同網上思

考題能提升學生的評鑒和分析能力。普通話科持續在四年級推行科本特色的筆記，指導學生利用

形象/圖畫的方式記憶拼音的寫法或讀音，優化筆記設計。此外，普通話科任指導四至六年級學生

完成網上學習活動，使學生能利用資訊科技自學，並利用有關工具學習自評和互評。從抽樣學生

問卷中得知，70%或以上學生認爲有關的自學策略能提升普通話的學習。拼音筆記使學生學會利用

圖像/形象記憶拼音，學生多能發揮創意，創作屬於自己的筆記，達到自主學習的目的。此外，學

生基本能掌握利用平板電腦進行課堂活動的模式，同學之間的互評，能提升學生參與聽説活動的

機會，學生更投入課堂。 

 

電腦科提供電子學習材料，讓學生在課餘時自行上網學習電腦科知識，並完成老師設定的網上練

習。約 52%學生在課堂以外時段自行完成網上評估練習，數量較去年有所提升，但是與目標(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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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一定距離。三至六年級教師在共同備課教節，利用錄製屏幕畫面軟件(如 XCLASS 、 Snagit)，

製作教學短片，讓學生在課餘時自行上網學習。88%教師認同製作教學短片讓學生自學，能提升學

習效能。 

學習支援組透過家長講座，教導家長及學生利用自學的方法，建立良好的學習方法。全校家長問

卷調查中，86.6%家長同意學校透過不同的講座及活動，能夠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和自我管理的

能力，93%以上學生表示曾經運用老師教授的策略進行自學，反映學生已初步掌握不同的自學策

略。 

 

 

5.1.2 發展多元代的教學策略，增強課堂的互動性，提升參與度，培養學生成為主動學習者 

 

「發展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增強課堂的互動性，提升參與度，培養學生成為主動學習者。」方面，

本學年延續推行「電子學習學校支援（Wifi 900）計劃」。連同二年級、三年級及六年級課室，全校

課室、電腦室、語言室、禮堂和三間英文室均已設置 Apple TV。此外，本校亦陸續添置 iPad 至 120

部，促進各科推行電子學習。本學年，全校超過 90%老師曾使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教學。根據教

師問卷調查所得，超過九成曾利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教學的老師認同學校採取有關措施能利便老

師發展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增強課堂的互動性及提升參與度。此外，教務組已為全校師生申請並

開設「Office 365」線上教育版戶口，方便師生利用「Office 365」內的相關軟件如 Word、Excel、

Powerpoint 等進行電子教學；並於 11 月邀請了教育局借調老師到校為全校教師提供「Office 365 

學與教的應用」工作坊。根據問卷調查所得，超過 90%老師認同學校開設有關教育版戶口能利便

老師發展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增強課堂的互動性及提升參與度。 

 

各科持續加強推行電子學習，利用平板電腦進行互動教學，以增強課堂的互動性，提升學生參與

度。約九成學生表示自己喜愛並積極參與利用平板電腦進行的課堂活動。 

 

數學科已在四、五年級合適課題推行電子學習，各科任已積累相關經險。本學年推展至六年級以

及各年級的相關課題運用各種電子工具、應用程式及教學資源，讓學生能進行更具趣味的模式進

行學習。100%的科任均認同電子教學能有效為課堂實踐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和學習模式，以及提升

學生的學習動機和主動性。數學科任嘗試利用「課堂練習系統」在課堂上即時測試學生對課堂內

容的掌握情況，同時讓學生可即時得到回饋。約 80%曾參與活動的學生認同即時回饋有助其掌握

自己的學習情況。 

 

視藝科配合主題創作進行共同備課，繼續於共備課後利用 PIE 概念進行修訂，提升課堂質素。問

卷調查顯示，所有老師均認同科組發展的教學策略，能增強課堂的互動性，提升學生參與度。本年

度嘗試利用電子教學（e-class），於小五的課程中加入與主題相關的藝術知識 / 博物館介紹，拓闊

學生的眼光。在學生訪談中，75%同學認同自己積極參與課堂活動。在相關的訪談中，所有學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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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在藝術聯展中，按不同的創作媒介分類展示學生作品，能加強學生認識不同作品的機會，培

養評賞能力。由此可見，發展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增強課堂的互動性，提升參與度，能培養學生成

為主動學習者。 

 

音樂科以小三和小四為試點，在課堂中教授聖誕歌(小三及小四)和歌頌親情的歌曲(小四)，鼓勵學

生在特定節日(聖誕節或母親節)用牧童笛吹奏有關歌曲給家人欣賞，並在增值護照中的「小小音樂

廳」中作記錄。有 80%的三年級家長和 70%的四年級家長表示子女喜歡演奏音樂(包括吹奏牧童笛

和唱歌)，表示大部分學生對唱奏歌曲有頗大的興趣，唯部分家長在聆聽子女表演後並未在增值護

照中的「小小音樂廳」中作記錄，令部分學生在「小小音樂廳」中的記錄未能達標。從學生「前測

後測」的問卷分析顯示，有 60%的三年級學生表示曾在聖誕節用牧童笛吹奏有關歌曲給家人欣賞，

不過只有約 30%的四年級學生曾在特定節日(聖誕節或母親節)用牧童笛吹奏有關歌曲給家人欣賞，

大部分學生表示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課業繁忙導致練習不足，較缺乏向家長展示所學的信心和動力。 

 

5.1.3 評估促進自主學習 

 

至於「評估促進自主學習」方面，各科在課業中加入自學元素，例如在課業中加入挑戰題或學習延

伸題，學生需自行透過網上搜尋或延伸閱讀找出答案，鼓勵學生進行自學。此外，老師利用 eclass

上載學習資料，供學生自學作預習或課後鞏固之用，效果理想。中文、英文和數學科在小測中加入

課外自學題，老師先告知學生有關內容的主題，學生須自行學習相關材料才能回答有關問題。81%

以上學生表示自己曾因應學習或評估主題，利用不同途徑進行自學，而 86%以上老師認同學生在

延伸自學題表現理想。 

 

英文科推行不同形式的進展性評估，一至三年級測試學生對常用字及拼音的掌握情況；四至六年

級透過自評及互評評估學生的匯報技巧。根據一至三年級學生在常用字及拼音技巧的評核，93%老

師認為學生能認識常用字及掌握拼音技巧。87%老師認為學生在匯報時表現得有自信。 

 

常識科在一至六年級設計預習紙並加入自學策略選項，以便師生檢視自學情況。學生於老師教授

整個單元後，課後填寫單元自評表，檢視自己對學習目標的掌握程度，並在自評表內寫上學習難

點、相應答案和資料來源，讓老師於課堂上與學生再作討論，及指導學生進行自主學習的方法。

在教師問卷調查中，85%教師認同加入學生自評項目能促進自主學習。 

 

視覺藝術科以小四、小五全級為試點，在主題學習冊的評估中加入簡單反思表格，進一步鼓勵學

生在課堂上分享自己的創作，提升學習效能。經問卷調查後，所有老師認同在評估中加入質性的

描述能促進學生的創作效能，達到評估促進自主學習的目標。 

 

體育科將各級學習單元的自評活動融入原有的互評機制內，建立一套完整的評估架構，促進自主

學習。87%學生認同自評和互評活動能促進學習。同時，繼續利用智能籃球，配合應用程式，於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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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以平板電腦進行教學活動，以資訊科技發展學生的分析和評鑑能力。84%學生認同智能籃球

和應用程式能提升學生的分析和評鑑能力。 

 

 

5.1.4 培養學生思維及研習能力 

 

在「培養學生思維及研習能力」方面，本年度圖書課重新整理閱讀策略訓練課程，讓學生增強閱

讀理解能力，熟習運用閱讀策略和強化閱讀技巧。而數學科則修訂思維訓練課程，在二至四年級

教授方塊模型思維工具，以培養學生有系統地思考的習慣。 

 

為配合 STEM 教育發展趨勢，五、六年級以 STEM 作專題研習，並以跨學科(常識科、電腦科和

數學科)學習模式進行，學生表現理想，85%以上學生在專題研習報告取得合格成績。在考試三後

為一、二年級安排 STEM 活動，期望讓學生由低年級開始接觸有關內容，能有助提升學生在科學

及科技方面的認知和興趣。 

 

常識科根據去年修訂高階思維訓練架構內容，繼續發展四、五和六年級高階思維技巧。於教學進

度內預留教節，設計教學活動，並在課室貼出高階思維技巧圖輔助，增強學生應用技巧，以提升學

生思維能力。以 5D、5E、6D、6E 作試點，老師指導學生自選高階思維技巧寫筆記。在教師問卷

調查中，90%四至六年級教師認同把適切的高階思維技巧融入課堂教學活動能發展學生思維及研

習能力。學生除了在剪報課業中運用高階思維技巧分析時事外，還能於「時事分 FUN 大本營-自我

挑戰」錄製聲帶時運用相關技巧分析。高年級能力較高的學生亦能選取合適的高階思維技巧編寫

筆記，例如時間線、流程圖等。今年更增加展示機會，老師把各級佳作展於課室外膠板，以便學生

之間互相觀摩。 

 

電腦科深化三年級、五年級和六年級的編程課程，讓學生裝備相關知識及技能。88%教師認同加入

編程課題能培養學生思維能力。四年級學生在常識課內以「地球的災害」為主題製作簡報，學生能

夠應用所學的電腦知識進行常識科研習。電腦科與校外機構合作，在上學期舉辦了 mBot 機械人課

程。下學期由本校老師指導，學生運用 Sphero 機械人，學習高階的機械人編程技巧。此外，同學

在本年度也參加了不同的校外比賽活動，例如 mBot 機械人循線及避障比賽、VexIQ 機械人比賽等。

有 90%參與活動學生認同活動能提升探究能力。 

 

 

5.1.5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在「提升教師專業發展」方面，教務組於 11 月邀請了教育局借調老師到校為全校教師提供「Office 

365 學與教的應用」工作坊。根據問卷調查所得，超過 90%老師認同有關培訓能加強他們發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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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教學策略的能力，提升專業發展。 

 

學術組推薦教師參與不同的「自主學習」及「電子學習」工作坊/分享會，讓教師掌握如何協助學

生培養「自主學習」的習慣的策略，並強化教師在課堂中進行「電子學習」的能力。超過 90%老

師認同參與有關工作坊/分享會，能掌握有關理念及懂得如何協助學生培養「自主學習」的習慣的

教學策略，並能強化在課堂中進行「電子學習」的能力，以提升學與教效能。此外，嘗試將「變易

理論」融入高年級英文科教學當中，按校本需要在日常課堂中運用及實踐，以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之學生。90%科任認同將「變易理論」之理念及教學策略融入教學中，有助照顧不同學習需要之學

生，並能提升教學質素與學習效能。 

 

數學科舉辦推動自主學習的專業發展活動，分別是「培養學生摘錄筆記」和「使用電子平台促進

自主學習」工作坊，並鼓勵本科老師參加校外的相關課程及活動，讓他們掌握推動自主學習的策

略。此外，邀請老師在會議上分享有關在課堂推動自主學習的相關經驗。100%的老師認同透過參

與「培養學生摘錄筆記」、「使用電子平台促進自主學習」工作坊，以及與同儕分享有關在課堂推

動自主學習的相關經驗，能提升他們在推行自主學習方面的專業成長。 

電腦科在下學期五月舉辦編程教學(App Inventor)教師工作坊，培訓教師最新的資訊科技知識，以

配合推展學生的探究式學習。根據教師問卷調查結果，參與工作坊的教師認同工作坊能提升個人

的資訊科技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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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培養學生成為有主見、有承擔、有毅力、有夢想的人  

 

5.2.1 提升自我效能感，訂立目標，努力實踐 

 

活動組負責的拔尖活動，讓老師安排合適的職務予組長或隊長，並持續觀察及提點，表現理想者

於學期終時與獲頒「英業兵團」金章的學生家長一同參與「小領袖嘉許禮」，並公開表揚。於家

長問卷中，70%家長認同此活動能提升其子女的責任感。 

 

於全校家長問卷中，超過 94%家長認同子女積極參與學校舉辦的各類活動，例如旅行、運動日、聖

誕聯歡會、多元智能活動和拔尖小組等。超過 91%家長表示同意子女從參與學校活動中提升了責任

感，同時亦加強了自我效能感。 

 

本年度，學生參加拔尖活動或多元智能課，需要學習「用心計劃、盡力實踐、認真評估」(PIE 策

略) 。學校透過「英業兵團」計劃，在「小領袖嘉許禮」中頒發金星章以嘉許具領導才能的組長或

隊長，讚揚他們積極服務，樂於承擔。此外，校方製作了第二集《英業聊天室》節目，訪問獲獎學

生、家長及導師，多角度分享他們實踐理想的方法，讓同學更具自信向目標進發。當中記錄數位學

生於體育比賽中的事前訓練及獲獎片段，並於成果展作全校分享，藉此激勵學生成為有毅力、有

夢想的人。 

 

多元智能課的負責老師利用增值護照內之學生自評表，引導學生「用心計劃、盡力實踐、認真評

估」(PIE策略)，從而優化「活動心願」計劃。 

 

學務組本年將會進一步利用「自主學習」達標記錄，提升學生的積極性及自主能力。老師於開學

時向學生講解此計劃的目標及內容大綱，並指導他們訂立自己的目標，於學期完結前進行評估及

反思。全學年家長問卷中，85%家長認同「自我增值獎勵計劃」能增強學生的積極性。 

 

全年音樂科透過午間的「音樂基地」和學校網頁來展現學生的學習成果。計劃有： 

~竹舞表演 

~百人吹奏＜龍的傳人＞ 

~音樂觀摩會 

~小結他合奏分享會 

 

學生問卷中約 72%學生認為自己在表演時表現是不錯的，約 62%學生認為從訂立目標，努力練習

和背譜，令自己整體吹笛的能力在演出後有所提昇，使他們有更多的信心準確地進行吹奏，顯示

其自我效能感和自信心有所提升。此外，參加校際比賽的學生在參與「音樂觀摩會」活動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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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前測後測」的問卷結果，約 75%學生認為在數次「音樂觀摩會」後有所進步，約 85%的學生

表示如果有機會再次參加比賽，他們會希望能在「音樂觀摩會」中有更多演出的機會，顯示其自

信心在「音樂觀摩會」後有所提升。科組來年將繼續舉辦「音樂基地」活動，希望為更多學生更

多的表演機會，提升效能感和自信心。 

 

5.2.2 培養學生堅毅精神，勇於承擔，面對挑戰 

 

訓育組擴展「自我挑戰獎勵計劃」，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感。於每班壁佈板上貼上同學想達標之

默書、作文、測考或評估的名稱及目標分數，學期完結前統計達標人數，達標學生獲班主任獎勵

增值印花五個，以示嘉許。上、下學期各進行一次，班主任於班內表揚達標的同學及鼓勵未達標

之同學。 

 

於學期終教師問卷中，92%老師認為「自我挑戰獎勵計劃」成效良好，能推動學生在學科方面發

展，為自己訂立的目標而努力。 

 

推行校本輔導活動「自理功課我至叻」班際獎勵計劃，向學生宣傳自理功課的好處，藉以培養學

生的學習態度。由班主任向學生講解「自理功課我至叻」比賽細則，希望同學們能於每天課前能

做好及交齊功課，共同建立一個良好的學習風氣。教學助理派發紀錄表，由班主任每天統計及紀

錄欠交功課人數，班主任可分派學生負責填表，每月由班主任計出欠交功課總數後，交回教學助

理處理。每級設獎一個，得獎班別於雙周會中頒發嘉許狀。於學期終教師問卷中，86%老師認同

此活動能培養學生積極的學習態度，改善欠功課情況及提升學生的責任感。故下年度校本輔導活

動將會向另一方面發展，而學生交功課則轉為恆常監察。 

 

推行課室清潔比賽，向學生宣傳清潔課室的重要，培養學生的自理能力。班主任向學生講解「清

潔課室」比賽細則，期望同學們能每天處理自己的垃圾，整理好文具、書簿及檯椅，共同建立一

個良好的學習環境。教學助理定期派發紀錄表，由科任上課前視察和給分，每月由班主任計出總

分後，交回教學助理處理。問卷中有 96%老師認同透過活動能培養學生的自理能力，改善課室整

潔。 

 

學習支援組推行「一人一職」獎勵計劃。讓表現出色的學生獲得增值印花，藉此提升學生的責任

感及歸屬感。於試後活動期間舉行以團結為主題的「歷奇活動」，培養學生在團體中勇於承擔及

勇於面對挑戰。 

 

學習支援組於校內張貼具啟發夢想的標語，推廣自我設定夢想及為夢想而戰的態度。下學期學習

支援組舉辦學生講座，讓學生從生命勇士或再更生人士身上認識如何面對困難及解決方法。在學

童支援計劃中加上「自我挑戰獎勵計劃」元素，教師支援及鼓勵學生突破自己，提升學生的自我

效能感。學習支援組更透過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提昇教師的班級經營，加強學生正面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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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及社交問卷中使用「成敗的原因」量表中，「承擔」和「堅毅」的表現，數值增加至高於全港水

平，來年將繼續發展相關元素。 

 

常識科推行「自我挑戰獎勵計劃」，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感。參考去年活動的經驗，由科任老師

鼓勵三至六年級學生自薦，分享對新聞時事的感想或相關知識，同時製作錄音，於午休時段經中

央廣播系統廣播。優秀的錄音將放在學校網頁。進行「流動時事分 fun大本營」，由常識大使運

用平板電腦，協助小一、小二學生進行時事分享。 

 

學生問卷中，75%參與「自我挑戰獎勵計劃」的學生，認同活動能培養堅毅精神、勇於承擔和面

對挑戰的態度。約 85%科任老師認同參與「自我挑戰獎勵計劃」的學生的堅毅精神、勇於承擔和

面對挑戰的態度有提升。由於中年級學生能力有限，未能夠獨力完成分享稿件和錄音，故製作時

間頗長。常識大使初次跟小一、小二學生進行時事分享，由常識大使伴讀報章，效果理想。 

 

體育科安排各校隊的隊長和副隊長，在課前時段協助老師完成晨跑活動工作，並記錄各班參與的

人數。體育科科會檢討中，全部 100%的老師滿意本年度「運動領袖」的表現。 

 

體育科為鼓勵四至六年級學生善用長假期做運動，設立「假期運動日誌」獎勵計劃，培養學生做

運動的習慣和勇於承擔的精神。問卷調查，只有 40%的學生能利用長假期完成中等強度的運動。 

從詢問學生的過程得知，他們在長假期不做運動的原因大部份是沒有朋友陪伴、家長不讓他/她

外出運動及家中有其他娛樂產品。 

 

5.2.3 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能力，養成自律、自主、自省精神 

 

輔導組透過「好心情@學校」計劃、全校性講座、「生命教育」成長課及組織班際園藝活動，提升

學生正面思維的能力。此外，為測考訂立自主溫習，利用成長課，學習自我管理，為自己訂立温

習計劃。 

 

「自覺學習獎勵計勵」推展至全學年進行，並加入更多自我學習 APPS，推動學生利用研習室自覺

學習。舉辦以「同理心」和「預防欺凌」為主題的教師講座，提升教師專業效能。「情意及社交

表現評估」內「負面情感」項目中、綠得負增值 0.03，而副量表中「努力」項目則錄得正增值至

0.12。教師問卷方面，「同理心」教師減壓講座，100%教師認為活動能讓他們明白同理心的重

要，98.1%教師認為活動增加他們對學生的了解，認為活動能夠讓他們心情感到輕鬆。 

 

「預防欺凌」的教師講座中，佔 92.1%教師同意有關講座內容清晰，切合主題和讓教師能夠分辨

欺凌，認同有關講座能對教師輔導工作有幫助。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2018 至 2019 年度校務報告              
              

              

               
品德為本  語文為基  健康生活  豐盛人生                                                 

  

17 

學生利用課前的時間參與晨跑活動。體育老師於班內提醒 BMI及體適能不達標的 P.5-6學生參與

晨跑活動。一至三年級學生能參與最少兩次晨跑佔全校學生人數 75%。但四至六年級學生參與最

少兩次晨跑的只有 10%，明顯太少。期望下年度，針對四至六年級學生加強宣傳，鼓勵他們多參

與晨跑活動。 

 

為鼓勵中高年級學生(P.4-P.6)善用長假期做運動，老師設立「假期運動日誌」獎勵計劃，讓學

生自訂目標，管理自己的時間，培養成自律精神及毅力。全年有 59%的五、六年級學生能在體適

能獎勵計劃中達到銅章以上的標準，與上年度比較，提升超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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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生表現 

6.1 本年度獎學金得獎生 

6.1.1 傑出模範生獎學金 

鄧英業獎學金 校董會獎學金 

6D 林芳儀 6D 伍穎儀 6E 陳芷蔚 6E 林智恒 

 

 

6.1.2 學業成績獎學金   (獎勵全學年學業總成績名列全級頭三名) 

  P 1 P 2 P 3 P 4 P 5 P 6 

元中校友會獎學金 

(第一名) 
1B 陳瑞霖 2D 黎智晴 3E 劉港發 4E 陳雨菲 5D 鍾煜昊 6D 林芳儀 

劉鴻程獎學金 

(第二名) 
1E 蒲紫瑩 2D 岑俊言 3D 梁焯軒 4D 曾子惠 5D 黃景軒 6D 伍穎儀 

袁漢華獎學金 

(第三名) 
1C 刁彩恩 2E 沈逸橦 3D 劉芯瑜 4E 戢鈺棋 5D 馬榕笛 6E 陳芷蔚 

  

蓬瀛仙館獎學金 

1A 張景誠 2E 關惠文 3D 劉芯瑜 4E 陳雨菲 5D 黃景軒 6D 李佳儀 

1B 陳瑞霖 2E 沈逸橦 3D 梁焯軒 4E 戢鈺棋 5D 馬榕笛 6E 蔡泳薇 

1C 刁彩恩 2E 巫启炫 3E 劉港發 4E 李家俊 5D 鍾煜昊 6E 林智恒 

 

 

6.1.3 學科成績獎學金   (獎勵中、英、數、常全年全級第一；或於體藝方面表現傑出的同學) 

 

 P 1 P 2 P 3 P 4 P 5 P 6 

 黃禮信獎學金 鄭華森獎學金 劉秀利獎學金 劉汝彭獎學金 李張綺蓮獎學金 鄧欽文校長紀念獎學金 

中文科第一名 1E 蒲紫瑩 2D 黎智晴 3E 劉港發 4D 曾子惠 5D 詹巧怡 6D 羅希嵐 

英文科第一名 1C 黃嘉珏 2D 黎智晴 3D 潘心怡 4D 曾子惠 5D 鍾煜昊 6D 林芳儀 

數學科第一名 1B 陳瑞霖 2E 巫启炫 3D 劉芯瑜 4E 陳雨菲 5D 馬榕笛 6E 陳芷蔚 

常識科第一名 1A 張景誠 2D 黎智晴 3E 劉港發 4E 戢鈺棋 5D 鍾煜昊 6E 陳芷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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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藝  獎 

鄧艷霞獎學金(第一名) 鄧同輝獎學金(第一名) 

1C 蘇詩晴 2D 陳浩霆 3D 李子朗 4A 林星妤 5D 鍾煜昊 6C 馮美瑤 

陳潤壽獎學金(第二名) 林偉培獎學金(第二名) 

1E 蒲紫瑩 2D 岑俊言 3D 李灝正 4E 蕭浠霖 5A 古允頤 6D 陸宇行 

鄭文龍獎學金(第三名) 家教會獎學金(第三名) 

----- 2B 陳康妮 3E 孔駿豪 4A 鄧鎮澾 5D 劉君廷 6B 孫雋一 

   

 

6.1.4 學業進步獎學金   (獎勵學業成績有明顯進步的同學) 

P 1 P 2 P 3 P 4 P 5 P 6 

盧文耀獎學金 林世威獎學金 林盛興獎學金 林照權獎學金 曾熯文獎學金 鄧兆棠獎學金 

1A 李銘富 2A 游梓穎 3D 陳瑞驄 4D 夏之涵 5D 黃景晨 6A 卓凡普 

1B 岑卓琳 2D 譚洛均 3E 朱思慈 4E 温俊熙 5E 潘峻軒 6D 胡健宏 

1C 馬嘉樂 2E 丘欣誠 3E 傅靖翔 4E 温婉嫻 5E 鄧照軒 6D 曾樂華 

----- ----- 3E 楊漪潁 ----- ----- ----- 

(特為六年級而設，獎勵每班學業總平均分進步最多之學生) 

舊生會獎學金 6A 卓凡普 6B 彭逸睿 6C 楊  鵬 6D 麥金勝 6E 陳彦穎 

6.1.5 品德獎學金   (獎勵品德、操行表現優異同學) 

P 1 P 2 P 3 P 4 P 5 P 6 

黃敏賢獎學金 鄧小萍獎學金 蔡錦華獎學金 斌  社獎學金 謝德原獎學金 鄧海橋獎學金 

1A 陸彥彤 2A 黃梓朗 3A 黃淦峰 4A 鄭穎心 5A 古允頤 6B 鄭芷穎 

1B 陳瑞霖 2B 楊思姸 3C 馮慧欣 4D 曾子惠 5B 盧曉潼 6D 伍穎儀 

1C 刁彩恩 2D 陳浩霆 3E 甘昕雨 4E 戢鈺棋 5D 莫敏茹 6E 賴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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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升中派位成績 

6.2.1 學生獲派中學選校志願統計 (2017 至 2019 年度 ) 

 

選校志願 獲派人數 該組百分率 累計百分率 

獲派第一志願 83 人 66.4% 66.4% 

獲派第二志願 7 人 5.6% 72% 

獲派第三志願 9 人 7.2% 79.2% 

獲派第四志願 3 人 2.4% 81.6% 

獲派其他志願 23 人 18.4% 100% 

合計 125 人 100 % 100 % 

 

6.2.2 獲派中學的學生人數分佈  

 

中 學 人數 中 學 人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2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2 

趙聿修紀念中學 
3 

元朗商會中學 
2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11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3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1 

元朗公立中學 
2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16 

天水圍官立中學 2 其 他 中 學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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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校外比賽成績 

6.3.1 學術範疇 

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學術 
鄧兆棠中學友校小學數學競

技邀請賽 
方浩輝老師 

6E 林智恒 一等奬 

6D 舒一暢 
三等奬 

6E 陳芷蔚 

學術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孝為本」徵文比賽 

張美莉老師 

孫淑娟老師 
6D 李佳儀 高小組嘉許奬 

學術 學校朗誦節 

鄧咏茵老師 

張美莉老師 

孫淑娟老師 

單文琰老師 

廖志鈞老師 

李淑儀老師 

林雅潔老師 

嚴芷若老師 

梁國偉老師 

6D 林芳儀 
獨誦季軍 

6B 鄭芷穎 

1A 唐筠雅 

獨誦優良成績 

 

 

 

 

 

 

 

 

 

 

 

 

 

 

 

 

 

 

 

 

 

1A 張祺晟 

1A 張景誠 

1B 徐浚圃 

1D 陳靖嵐 

2D 陳志軒 

2D 陳浩霆 

4E 范靖寧 

4E 陳雨菲 

4E 戢鈺棋 

5D 鍾煜昊 

5D 林佳瑩 

5D 黄莉雅 

5D 黃曦樂 

5E 趙藝茗 

6B 侯敏慧 

6D 林芳儀 

6D 伍穎儀 

6E 蔡泳薇 

6E 林智恆 

6E 林欣怡 

6E 李穎琳 

6E 洪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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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6D 羅希嵐 兩項獨誦優良成績 

3A 陳卓男 

集誦優良成績 

3A 哈蒂嘉 

3A 賴芯茹 

3A 佑錦濤 

3B 歐芷欣 

3B 葉煒賢 

3B 文玉淇 

3B 張高瑞 

3C 蔡楷迪 

3C 張樂盈 

3C 勞煒蕎 

3D 陳瑞驄 

3D 李浩城 

3D 李  正 

3D 沈淑歡 

3E 陳孟麟 

3E 甘昕雨 

3E 賴詩琪 

3E 林曉美 

3E 王  睿 

3E 胡希旼 

4A 關偉倫 

4A 梁恩滔 

4A 黃信菲 

4A 曾建銘 

4A 潘嘉晞 

4B 洪榆善 

4B 馬子明 

4B 戚俊軒 

4C 鄭宏希 

4C 梁銘齊 

4C 劉柏翔 

4C 胡涵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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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4C 陳馨妤 

4C 賴梓皓 

4D 何佩芝 

4D 梁佩淇 

4D 蔡梓晴 

4D 黃淞蔓 

4D 曾子惠 

4D 張子祺 

4D 張子軒 

4E 陳俊成 

4E 郭可欣 

4E 李家俊 

4E 李嘉聖 

4E 温婉嫻 

4E 楊雨晨 

4E 彭天立 

4E 詹卓樺 

學術 學校朗誦節 / 1E 蒲紫瑩 獨誦季軍 

學術 全港學界朗誦比賽 

張美莉老師 

孫淑娟老師 

單文琰老師 

3B 張高瑞 

普通話集誦冠軍 

3C 蔡楷迪 

3C 張樂盈 

3D 陳瑞驄 

3D 沈淑歡 

3E 陳孟麟 

3E 賴詩琪 

3E 王  睿 

3E 胡希旼 

3E 甘昕雨 

3E 林曉美 

4A 梁恩滔 

4A 黃信菲 

4A 潘嘉晞 

4B 馬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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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4B 戚俊軒 

4D 梁佩淇 

4D 曾子惠 

4E 陳俊成 

4E 李家俊 

4E 温婉嫻 

4E 楊雨晨 

學術 
茂峰中學數學邀請賽 

拉格朗日數學邀請賽 

方浩輝老師 

廖德明老師 

6E 黃泓怡 
個人賽金牌 

6E 林智恒 

6D 陳詩韻 

個人賽銀牌 
6D 舒一暢 

6E 陳芷蔚 

6E 謝國田 

6D 沈逸希 
個人賽優異獎 

6E 汪家寶 

學術 
元朗區小學校際 STEM 

精英挑戰 
方浩輝老師 

6E 黃泓怡 

數理謎蹤賽季軍 6E 林欣怡 

6E 陳芷蔚 

學術 「常識百搭」STEM探究展覽 
何美儀老師 

黃淑賢老師 

4E 李菊源 

傑出獎 

4E 溫婉嫻 

5E 羅熙朗 

6D 關偉豪 

6D 麥金勝 

6E 朱灝軒 

學術 
新知識文化學術研習社 

夢想盃 

張美莉老師 

孫淑娟老師 

單文琰老師 

5D 李文博 講故事組季軍 

3E 吳伯鑫 講故事組季軍 

4E 李家俊 講故事組銀星奬 

學術 華夏盃數學奧林匹克 廖德明老師 

1B 李思瀚 初賽三等獎 

2D 譚至博 
初賽三等獎 

晉級賽三等獎 

2D 梁恒華 

初賽三等獎 

晉級賽三等獎 

總決賽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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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2D 陳浩霆 初賽三等獎 

2D 王大運 初賽三等獎 

2D 丘欣誠 

初賽二等獎 

晉級賽三等獎 

總決賽二等獎 

2D 岑俊言 
初賽三等獎 

晉級賽三等獎 

2D 馬子㷧 
初賽三等獎 

晉級賽三等獎 

2E 張嘉雯 
初賽二等獎 

晉級賽三等獎 

2E 巫啟炫 
初賽二等獎 

晉級賽二等獎 

3D 區廣彬 初賽三等獎 

4D 梁佩淇 初賽三等獎 

4D 曾子惠 

初賽二等獎 

晉級賽三等獎 

總決賽三等獎 

4E 李家俊 
初賽三等獎 

晉級賽二等獎 

4E 陳雨菲 
初賽二等獎 

晉級賽三等獎 

4E 彭天立 初賽一等獎 

4E 李嘉聖 

初賽二等獎 

晉級賽三等獎 

總決賽三等獎 

4E 戢鈺棋 

初賽三等獎 

晉級賽三等獎 

總決賽三等獎 

5D 馬榕笛 

初賽二等獎 

晉級賽二等獎 

總決賽三等獎 

5E 李亦鐮 初賽三等獎 

5E 黃浚傑 初賽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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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晉級賽三等獎 

5E 葉智涵 初賽三等獎 

5E 趙慧晴 
初賽三等獎 

晉級賽三等獎 

5E 鍾熙雯 
初賽二等獎 

晉級賽二等獎 

6A 許冠華 初賽三等獎 

6A 黃俊豪 
初賽三等獎 

晉級賽三等獎 

6D 關偉豪 

初賽二等獎 

晉級賽二等獎 

總決賽三等獎 

6E 王洛豪 初賽三等獎 

6E 李穎琳 初賽三等獎 

6E 林欣怡 初賽三等獎 

6E 洪文浩 
初賽三等獎 

晉級賽三等獎 

6E 盧穎賢 初賽二等獎 

6E 謝國田 初賽二等獎 

學術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陳慧儀老師 

5D 黃景軒 

英文科優良證書 5E 趙藝茗 

5E 鍾熙雯 

4D 曾子惠 英文科優異證書 

3D 歐俊毅 

數學科優良證書 

3E 傅靖翔 

3E 甘昕雨 

4D 陳燊宇 

4D 劉洺杰 

4D 余彩希 

5D 莫敏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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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5E 黎焯匡 

6A 彭啟駿 

6E 李穎琳 

3A 黃淦峰 

數學科優異證書 

3D 李浩城 

3E 林曉美 

4D 曾子惠 

4E 陳雨菲 

4E 陳俊成 

4E 彭天立 

4E 温婉嫻 

4E 楊雨晨 

4E 曾梓卓 

5E 李亦鐮 

5E 叶智涵 

5E 趙藝茗 

5E 鍾熙雯 

6D 陳詩韻 

6D   方在 

6D 關偉豪 

6D 羅希嵐 

6D 李佳儀 

6D 林芳儀 

6D 舒一暢 

6E 黃泓怡 

3E 陳孟麟 

數學科榮譽證書 

4E 鄧兆淇 

5D 黃景軒 

5D 馬榕笛 

5E 羅熙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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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6D 伍穎儀 

6E 林智恒 

6E 黃昕耀 科學科優良證書 

4D 陳燊宇 

科學科優異證書 

4E 楊雨晨 

5D 李文博 

5D 林佳瑩 

5D 麥嘉琪 

5E 黎焯匡 

5E 潘峻軒 

5E 鍾熙雯 

6D 關偉豪 

6D 羅希嵐 

6D 胡健宏 

6E 李穎琳 

4D 曾子惠 

科學科榮譽證書 
4E 曾彥境 

5E 羅熙朗 

5E 叶智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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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藝術範疇 

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藝術 「善行盃」全港才藝大賽 / 1C 蘇詩晴 鋼琴獨奏銀獎 

藝術 校際舞蹈節 梁瑞珊老師 

2A 林瑞希 

乙級獎 

2A 盧凱妍 

2D 張恬歌 

2E 張曉瑩 

3B 黃皓樺 

4D 余彩希 

4D 蔡梓晴 

4E 楊雨晨 

4E 范靖寧 

5A 陳安祺 

5A 吳穎彤 

6A 黃菀淇 

6C 潘穎姍 

6D 羅希嵐 

6E 蔡泳薇 

6E 陳彦穎 

6E 朱恩童 

藝術 街坊小子木偶劇場 

Miss 

Madeleine 

梁國偉老師 

2D 陳浩霆   
優異 

2E 吳心蕾 

藝術 教育局英語木偶劇比賽 

Miss 

Madeleine   

梁國偉老師 

5D 黃淇寅 

亞軍 

5D 劉君廷 

5D 吳智雄 

5D 楊政毅 

5D 詹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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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藝術 
音樂事務處《漫遊音樂世界-學校聯

演》 

王致人主任 

楊健榮老師 

陳藹如老師 

2D 岑俊言 

優良表現獎 

2E 許毓昇 

3B 郭力君 

3C 勞煒蕎 

3D 李子朗 

3D 李灝正 

3E 許毓晉 

3E 賴厚光 

4C 徐銘謙 

4C 劉柏翔 

4D 劉洺杰 

4E 陳雨菲 

5D 吳智雄 

5E 張家僖 

5E 冼庭睿 

6D 胡健宏 

5A 黎恆華 

5A 李寅傑 

5A 潘建豪 

5A 鄧皓諒 

5C 符谷標 

5D 黃淇寅 

5E 蔡欣彤 

5E 鄧照軒 

5E 黃浚傑 

5E 鄭芷珊 

藝術 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 / 1C 蘇詩晴 幼童組銅奬 

藝術 學校音樂節比賽成績 卓泳珊老師 

4B 陳智浩 

木笛二重奏 

優良成績 

4B 冼家軒 

5D 鍾煜昊 

5D 楊政毅 

5E 林映彤 

5E 李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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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6A 許冠華 木笛二重奏 

良好成績 6D 陳詩韻 

嚴芷若老師 

陳曉君老師 

1B 張意婷 

教堂音樂良好成績 

1B 吳若彤 

1B 呂嘉琪 

1B 岑卓琳 

1C 刁彩恩 

1C 蘇詩晴 

1D 曾若嵐 

1E 李梓嫣 

1E 黃祉皓 

1E 蒲紫瑩 

2A 林芍宜 

2A 施柏嵐 

2B 陳康妮 

2B 何卓霖 

2B 黃雅婷 

2B 楊曜瑜 

2B 楊思姸 

2C 白嘉嘉 

2C 嚴嘉慧 

2D 陳靜兒 

2D 馬浩寧 

2D 張恬歌 

2D 麥洛瑜 

2D 麥芷熒  

2E 陳家悠 

2E 張嘉雯 

2E 羅智浩 

2E 凌  穎 

2E 沈逸橦   

2E 葉紫嬉 

3A 李  嵐 

3A 周健清 

3A 黃婧烔 

3B 蔡汶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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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3B 李紫翹 

3C 張樂盈 

3C 喻惠沁 

3D 陳宇詩 

3D 劉芯瑜 

3D 沈淑歡 

3D 黃詩曼 

3D 葉樂岐 

3E 甘昕雨 

3E 王  睿 

2B 梁恒華 

音樂科任 

2B 劉詠晴 
獨奏項目亞軍及榮

譽成績 

4A 林星妤 

獨奏項目季軍 4E 鄧兆淇 

5D 林佳瑩 

1C 蘇詩晴 

獨奏項目優良成績 

2D 陳浩霆 

2E 巫启炫 

3D 陳宇詩 

3E 文詩瑤 

5D 劉君廷 

6D 羅希嵐 

6E 李穎琳 

1E 蒲紫瑩  

獨奏項目良好成績 

2B 陳康妮 

4A 李炟明 

4E 陳雨菲 

6D 伍穎儀 

6D 陳詩韻 

6D 劉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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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藝術 奧林匹克手鈴比賽 
陳藹如老師 

郭蔚昕老師 

3E 劉淑臻 

銅獎 

3E 劉宜依 

4A 岑沚澄 

4D 曾子惠 

5D 方熙鴻 

5D 劉君廷 

5E 葉紫瑩 

6D 陳詩韻 

6D 方  在 

6D 麥金勝 

6E 馮嘉慧 

6E 陳芷蔚 

6E 古桐甄 

6E 賴冰冰 

藝術 香港幼兒音樂大獎賽 音樂科任 2D 陳浩霆 
兒童管/弦器樂組金

獎(季軍) 

藝術 香港青少年音樂大獎 音樂科任 4A 林星妤 鋼琴組一級金獎 

藝術 小小演奏家全港兒童鋼琴大賽 / 1C 蘇詩晴 殿軍 

藝術 冰雪情國際師生書畫攝影交流展 林思敏老師 

5D 鍾煜昊 
國畫組金獎 

5A 王伽予 

6E 謝國田 
國畫組銀獎 

5D 鄧家榮 

4E 陳泇錤 

國畫組銅獎 

6E 肖俊熙 

6C 王棋鈞 

6E 洪文浩 

5D 胡瑋琛 

5D 黃淇寅 

5D 饒斯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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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體育範疇 

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體育 屯門區 3人籃球公開賽 鄒展豪老師 

6C 馮美瑤 

女子組殿軍 
6D 劉明心 

6D 伍穎儀 

6E 鄧嘉銘 

體育 香島中學接力邀請賽 鄒展豪老師 

6A 劉俊熙 

亞軍 
6B 孫雋一 

6D 舒一暢 

6E 洪文浩 

體育 香港學界兒童田徑賽 鄒展豪老師 1C 蘇詩晴 100米優異獎 

體育 元朗區體育節全港羽毛球邀請賽 
單琬雅副校 

陸庭佳主任 

3A 武卓熙 

賽馬會盃碟賽亞軍 

3B 李紫翹 

3D 區廣彬 

4D 陳柏言 

6C 楊  鵬 

6D 伍穎儀 

6D 羅希嵐 

6D 林芳儀 

體育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體育科任 

6A 劉俊熙 跳高殿軍 

6A 蔡梓鈴 跳高亞軍 

6D 石啟謙 推鉛球冠軍 

6D 伍穎儀 推鉛球冠軍 

5B 殷宏富 跳高亞軍 

體育科任 

5E 黃浚傑 

甲組團體第八名 

6A 劉俊熙 

6B 孫雋一 

6C 吳志林 

6C 曾智毅 

6D 石啟謙 

6D 沈逸希 

6D 舒一暢 

6E 洪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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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體育科任 

6A 周  溧 

甲組團體第七名 

6A 蔡梓鈴 

6B 鍾紫蔓 

6B 黃詩茵 

6C 馮美瑤 

6D 林芳儀 

6D 伍穎儀 

6E 賴冰冰 

體育 卡迪游泳會水運會 / 1C 蘇詩晴 21米板及板頭踢腳亞軍  

體育 元朗區水運會 
廖志鈞老師 4E 蕭浠霖 100米胸泳季軍 

劉佩婷老師 4A 廖浩檳 100米胸泳冠軍 

體育 侯寶垣盃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梁國偉老師 

4A 鄧鎮澾 

季軍 

4B 陳智浩 

4B 戚俊軒 

4B 黃定安 

4C 劉柏翔 

4D 鄧鎮澎 

5E 陳梓鋒 

6A 梁子軒 

6D 陸宇行 

6D 胡健宏 

體育 校際花式跳繩錦標賽 陳慧儀老師 

6E 王洛豪 

後繩雙腳跳冠軍 
6A 林慧儀 

5D 鍾煜昊 

3E 孔駿豪 

3E 陳泳彤 

朋友跳冠軍 

2D 陳浩霆 

3D 李子朗 

4E 彭天立 

5D 鍾煜昊 

2D 陳浩霆 二重跳冠軍 

4A 蔡嘉澄 

後交叉開冠軍 5E 鄭芷珊 

3D 李灝正 

6B 鍾紫蔓 
後繩雙腳跳亞軍 

5C 黃思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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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4A 蔡嘉澄 

朋友跳亞軍 

4E 葉曉鍒 

6B 黃曉𧂮 

6B 鍾紫蔓 

3D 李灝正 

3A 李永樂 

6A 葉雨晴 交叉開亞軍 

6B 孫雋一 後交叉開亞軍 

3D 李子朗 
二重跳亞軍 

6D 陸宇行 

4B 陳智浩 

橫排跳季軍 
4E 鄧兆淇 

6B 孫雋一 

6D 陸宇行 

5D 黃曦樂 

朋友跳季軍 
5E 趙慧晴 

6A 林慧儀 

6A 葉雨晴 

3E 劉宜依 

橫排跳季軍 
3E 劉淑溱 

3E 賴厚光 

3D 李浩城 

6E 洪文浩 朋友跳季軍 

6E 洪文浩 

單車步季軍 4E 鄧兆淇 

3A 李永樂 

6E 賴冰冰 後交叉開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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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3B 張高瑞 交叉開季軍 

3D 李浩城 

交叉開優異獎 4E 陳泇錤 

5D歐陽伊雯 

4B 陳智浩 

後繩雙腳跳優異獎 
4E 彭天立 

3E 劉宜依 

3E 賴厚光 

5D 黃曦樂 

二重跳優異獎 5D 馬榕笛 

6C 馮美瑤 

5D 馬榕笛 

朋友跳優異獎 
5E 羅熙朗 

6A 梁子軒 

6E 王洛豪 

2E 謝竺芸 
單車步優異獎 

4D 潘穎軒 

5E 葉紫瑩 

橫排跳優異獎 
5D歐陽伊雯 

3E 孔駿豪 

3B 張高瑞 

4E 陳泇錤 

6人大繩優異獎 

4A 蔡嘉澄 

5D 鍾煜昊 

5D 馬榕笛 

5E 趙慧晴 

5D歐陽伊雯 

6B 鍾紫蔓 

5A 古允頤 

5E 鄭芷珊 

大繩走 8字優異獎 
6B 孫雋一 

6D 陸宇行 

6A 梁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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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6E 王洛豪 

6E 洪文浩 

6A 林慧儀 

6B 黃曉𧂮 

6C 馮美瑤 

6E 賴冰冰 

2C 白嘉嘉 

全場總亞軍 

2D 陳浩霆 

2E 謝竺芸 

3A 李永樂 

3B 張高瑞 

3D 李子朗 

3D 李浩城 

3D 李灝正 

3E 孔駿豪 

3E 陳泳彤 

3E 劉宜依 

3E 劉淑溱 

3E 賴厚光 

4A 蔡嘉澄 

4B 陳智浩 

4D 潘穎軒 

4D 梁浩駿 

4E 陳泇錤 

4E 彭天立 

4E 葉曉鍒 

4E 鄧兆淇 

5A 古允頤 

5C 黃思曼 

5D 馬榕笛 

5D 黃曦樂 

5D 鍾煜昊 

5D歐陽伊雯 

5E 葉紫瑩 

5E 趙慧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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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5E 鄭芷珊 

5E 羅熙朗 

6A 林慧儀 

6A 葉雨晴 

6A 梁子軒 

6B 孫雋一 

6B 黃曉𧂮 

6B 鍾紫蔓 

6C 馮美瑤 

6D 陸宇行 

6E 王洛豪 

6E 洪文浩 

6E 賴冰冰 

6E 林智恒 

體育 伯特利中學快樂四人足球賽 

梁國偉老師 

4A 鄧鎮澾 

冠軍 

4B 戚俊軒 

4B 黃定安 

4C 劉柏翔 

4D 鄧鎮澎 

5E 陳梓鋒 

6D 陸宇行 

6D 沈逸希 

梁國偉老師 

4A 鄧鎮澾 

射球王挑戰賽冠軍 
4B 黃定安 

4D 鄧鎮澎 

6D 陸宇行 

梁國偉老師 6D 陸宇行 個人射球王亞軍 

體育 同心合力跳大繩比賽 陳慧儀老師 

5A 古允頤 

亞軍 

5A 張梓樂 

5E 趙慧晴 

5E 鄭芷珊 

6A 林慧儀 

6B 孫雋一 

6B 黃曉𧂮 

6C 馮美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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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6D 陸宇行 

6E 王洛豪 

6E 賴冰冰 

體育 新界西小學無毒籃球錦標賽 張少澤老師 

5A 李鋮銘 

優異獎 

5A 潘建豪 

5A 黎恒華 

5B 蘇銘倫 

5C 符谷標 

5D 何思銳 

6B 孫雋一 

6C 李俊達 

6D 石啟謙 

體育 呂明才盃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 鄒展豪老師 

6C 馮美瑤 

冠軍 

6C 李林沁 

6D 伍穎儀 

6D 劉明心 

6E 鄧嘉銘 

體育  YMCA福音籃球賽 鄒展豪老師 

5A 古允頤 

季軍 

6B 鍾紫蔓 

6C 馮美瑤 

6D 伍穎儀 

6D 劉明心 

6E 鄧嘉銘 

體育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3人籃球比賽 

鄒展豪老師 

姚錦方老師 

張少澤老師 

6B 鍾紫蔓 

季軍 

6C 李林沁 

6C 馮美瑤 

6D 伍穎儀 

6D 劉明心 

5A 潘建豪 

盃賽殿軍 

5C 符谷標 

6B 孫雋一 

6C 李俊達 

6D 石啟謙 

體育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三人籃球賽 張少澤老師 

3E 劉廣發 

盃賽殿軍 3E 陳孟麟 

5A 李鋮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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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5A 潘建豪 

5C 符谷標 

5D 何思銳 

6D 石啟謙 

體育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三人籃球賽 鄒展豪老師 

5A 古允頤 

球賽殿軍 

5D 莫敏茹 

6C 馮美瑤 

6C 李林沁 

6D 劉明心 

體育 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接力賽 楊健榮老師 

6B 孫雋一 

亞軍 
6C 吳志林 

6D 舒一暢 

6E 洪文浩 

體育 簡易運動三人籃球比賽  姚錦方老師   

6C 李林沁 

優異獎 

6C 馮美瑤 

6D 伍穎儀 

6D 劉明心 

6E 鄧嘉銘 

體育 1000卡路里活力兒童個人跑 鄒展豪老師 1C 蘇詩晴 冠軍 

體育 深培中學小學五人足球友誼賽 梁國偉老師 

4A 鄧鎮澾 

優異獎 

4B 戚俊軒 

4B 黃定安 

4C 劉柏翔 

4D 鄧鎮澎 

5E 陳梓鋒 

5E 鄧照軒 

6A 梁子軒 

6D 陸宇行 

6D 沈逸希 

體育 屯元天三人籃球賽 
張少澤老師 

姚錦方老師 

5A 李鋮銘 

優異獎 

5A 黎恆華 

5A 潘建豪 

5C 符谷標 

5D 何思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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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6C 馮美瑤 

亞軍 

6D 劉明心 

6D 張  喬 

6D 伍穎儀 

6E 鄧嘉銘 

體育 元朗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廖志鈞老師 

5A 鄧皓諒 自由泳優異獎 

5D 劉君廷 50米蛙泳優異獎 

4A 廖浩檳 50米蛙泳優異獎 

4E 蕭浠霖 50米蛙泳季軍 

4E 蕭浠汶 50米蛙泳殿軍 

4E 蕭浠霖 

4X50米接力優異獎 

4E 蕭浠汶 

3D 招詠心 

3A 陳芍杏 

4A 林星妤 

4E 蕭浠霖 

女子丙組團體優異獎 

4E 蕭浠汶 

3D 招詠心 

3A 陳芍杏 

4A 林星妤 

體育 香島盃小學跳繩大賽 30秒二重跳 陳慧儀老師 2D 陳浩霆 季軍 

體育 元朗區校際籃球比賽 
鄒展豪老師 

姚錦方老師 

4B 侯佳恩 

優異獎 

5A 古允頤 

5A 陳安祺 

5A 王伽予 

5C 蔡紫銥 

5E 麥嘉琪 

5E 莫敏茹 

6B 鍾紫蔓 

6C 馮美瑤 

6C 李林沁 

6D 伍穎儀 

6D 劉明心 

6D 張  喬 

6E 鄧嘉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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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體育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陳慧儀老師 

1A 陸彥彤 
交叉開跳亞軍 

後單車步冠軍 

1A 張景誠 
交叉開跳亞軍 

側擺開跳冠軍 

1A 李銘富 
後側擺開跳冠軍 

後單車步亞軍 

1A 王紫琳 側擺開跳亞軍 

1D 劉昀昊 
後交叉開跳亞軍 

單車步季軍 

1D 余文楊 單車步季軍 

2C 許星悅 後單車步亞軍 

2D 陳浩霆 
二重跳冠軍 

後單車步冠軍 

2D 馬子㷧 
後交叉開跳冠軍 

側擺開跳殿軍 

2D 陳秋潔 側擺交叉跳季軍 

2E 謝竺芸 
交叉開跳冠軍 

後交叉開跳冠軍 

2E 許毓昇 側擺交叉跳殿軍 

2E 沈逸橦 
側擺開跳亞軍 

單車步殿軍 

3A 李永樂 
後交叉開跳冠軍 

後側擺交叉跳冠軍 

3D 李子朗 
二重跳季軍 

側擺交叉跳季軍 

3D 李浩城 交叉開跳季軍 

3D 李灝正 
後側擺開跳季軍 

側擺開跳季軍 

3D 陳宇詩 側擺交叉跳殿軍 

3E 劉淑溱 
交叉開跳亞軍 

側擺交叉跳冠軍 

3E 劉宜依 
後側擺開跳季軍 

後單車步季軍 

4A 蔡嘉澄 後交叉開跳季軍 

4D 梁浩駿 
後交叉開跳殿軍 

後側擺交叉跳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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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4E 陳泇錤 
後側擺交叉跳冠軍 

後單車步亞軍 

4E 葉曉鍒 
側擺開跳季軍 

後側擺開跳亞軍 

4E 彭天立 側擺開跳殿軍 

5A 張梓樂 
後側擺交叉跳季軍 

側擺交叉跳亞軍 

5A 古允頤 側擺開跳季軍 

5D 馬榕笛 
後交叉開跳季軍 

單車步殿軍 

5D 鍾煜昊 
後單車步亞軍 

側擺開跳亞軍 

5E 鄭芷珊 
後交叉開跳亞軍 

後單車步亞軍 

5E 趙慧晴 
後側擺交叉跳殿軍 

單車步季軍 

5E 葉紫瑩 側擺交叉跳殿軍 

6A 葉雨晴 交叉開跳季軍 

6A 林慧儀 後單車步季軍 

6B 黃曉𧂮 後側擺開跳殿軍 

6C 馮美瑤 單車步殿軍 

6D 陸宇行 
二重跳殿軍 

交叉開跳亞軍 

6E 王洛豪 
後交叉開跳亞軍 

後單車步冠軍 

6E 賴冰冰 後交叉開跳殿軍 

6E 林智恒 
後側擺開跳亞軍 

側擺交叉跳亞軍 

6E 洪文浩  
側擺開跳亞軍 

單車步殿軍 

2E 沈逸橦 

三人大繩季軍 3D 陳宇詩 

3E 劉宜依 

3A 李永樂 

三人大繩季軍 3D 李灝正 

3D 李子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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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5A 張梓樂 

四人大繩冠軍 
6E 洪文浩 

6E 林智恒 

6D 陸宇行 

5E 鄭芷珊 

四人大繩季軍 
6A 林慧儀 

6B 黃曉𧂮 

6E 賴冰冰 

1A 張景誠 

男子全場總季軍 

1A 李銘富 

1D 劉昀昊 

2D 陳浩霆 

2D 馬子㷧 

2E 許毓昇 

3A 李永樂 

3D 李浩城 

3D 李灝正 

3D 李子朗 

4D 梁浩駿 

4E 彭天立 

5A 張梓樂 

5D 鍾煜昊 

5D 馬榕笛 

6D 陸宇行 

6E 洪文浩 

6E 林智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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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6E 王洛豪 

1A 陸彥彤 

女子全場總殿軍 

1A 王紫琳 

1D 余文楊 

2C 許星悅 

2D 陳秋潔 

2E 沈逸橦 

2E 謝竺芸 

3D 陳宇詩 

3E 劉淑溱 

3E 劉宜依 

4A 蔡嘉澄 

4E 陳泇錤 

4E 葉曉鍒 

5A 古允頤 

5D 歐陽伊雯 

5D 黃曦樂 

5E 葉紫瑩 

5E 趙慧晴 

5E 鄭芷珊 

6A 林慧儀 

6A 葉雨晴 

6B 黃曉𧂮 

6C 馮美瑤 

6E 賴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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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體育 小學校際足球邀請賽 
梁國偉老師 

姚錦方老師 

4A 鄧鎮澾 

季軍 

4B 陳智浩 

4B 黃定安 

4C 劉柏翔 

4D 潘穎軒 

4D 鄧鎮澎 

5D 馬榕笛 

5E 陳梓鋒 

5E 鄧照軒 

6A 梁子軒 

6D 陸宇行 

6D 沈逸希 

體育 元朗陳震夏中學三人籃球比賽 
鄒展豪老師 

張少澤老師 

6B 鍾紫蔓 

盃賽冠軍 

6C 馮美瑤 

6D 伍穎儀 

5A 古允頤 

5C 蔡紫銥 

6D 劉明心 

盃賽亞軍 

6E 鄧嘉銘 

5A 王伽予 

5A 陳安祺 

5D 麥嘉琪 

體育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鄒展豪老師 6D 伍穎儀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 

運動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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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其他 

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其他 2018萬寧及 GNC飛躍表現獎 陳慧儀老師 

6A 許冠華 

飛躍表現獎 

6A 劉俊熙 

6A 陳寶瑩 

6B 黃曉𧂮 

6C 李林沁 

其他 健康生活樂繽紛 

陳慧儀老師 

黃淑賢老師 

何美儀老師 

4E 曾梓卓 

全場總冠軍 

4E 曾彥境 

4E 李家俊 

6D 關偉豪 

6D 麥金勝 

6E 朱灝軒 

5E 羅熙朗 

6E 王洛豪 

4E 曾梓卓 

水動火箭比賽亞軍 
4E 曾彥境 

4E 李家俊 

6D 關偉豪 

6D 麥金勝 
雞蛋撞地球 

最具環保精神大奬 
6D 關偉豪 

6E 朱灝軒 

5E 羅熙朗 
健康環保英文常識 

問答比賽冠軍 
6D 麥金勝 

6E 王洛豪 

5E 羅熙朗 紙飛機飛行比賽優異奬 

其他 
全國學生「學憲法 講憲法」 

演講比賽 
 孫淑娟老師 6E 李穎琳 三等奬 

其他 中國改革開放 40周年知識競賽 何美儀老師 

6D 伍穎儀 

學校累積最高分及 

校際總決賽優異獎 

6D 羅希嵐 

6E 林智恆 

6E 洪文浩 

6E 王洛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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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其他 中文組親子閱讀封面設計比賽 陳志強老師 

1C 黃程海 一年級冠軍 

1E 羅寶軒 一年級亞軍 

1D 陳靖嵐 一年級季軍 

1C 蘇詩晴 

優異獎 1B 李思瀚 

1B 徐浚圃 

2E 凌  穎 二年級冠軍 

2D 張恬歌 二年級亞軍 

2A 柯穎晞 二年級季軍 

2A 盧凱妍 

 優異獎  2D 陳浩霆  

 2E 關惠文  

3B 黃皓樺 三年級冠軍 

3E 鄧芷晴 三年級亞軍 

3D 彭穎妍 三年級季軍 

3A 黃淦峰 

優異獎 3D 葉樂岐 

3D 黃詩曼 

其他 英文組親子閱讀報告比賽 陳志強老師 

1A 陸彥彤 一年級冠軍 

1C 黃程海 一年級亞軍 

1C 黃凱旋 一年級季軍 

1E 蒲紫瑩 

優異獎 1D 陳靖嵐 

1E 陳鎧澄 

2E 凌  穎 二年級冠軍 

2D 陳浩霆 二年級亞軍 

2A 黃梓朗 二年級季軍 

2D 黃凱妮 

 優異獎 2D 張恬歌 

2E 吳心蕾 

3B 黃皓樺 三年級冠軍 

3E 劉港發 三年級亞軍 

3D 劉芯瑜 三年級季軍 

3A 陳卓男 

優異獎 3D 胡穎茵 

3E 楊漪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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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其他 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陳志強老師 

1C 黃程海 

金章 

2B 楊棨竣 

2E 黎  澳 

2E 丘欣誠 

4E 范靖寧 

4E 曾彥境 

其他 
斜坡維修保養標語及 

海報設計比賽 
/ 6A 曾芷晴 高小組優異奬 

其他 新至叻兵團-機械人避障友誼賽 

何美儀老師 

黃淑賢老師 

彭中華老師 

3A 陳卓男 

冠軍 

3A 武卓熙 

3A 黃淦峰 

3D 梁焯軒 

4D 曾子惠 

4D 麥昊中 

4D 羅創暉 

4E 陳晉謙 

4E 梁梓浩 

其他 
屯門盆景蘭花暨 

現代書畫家作品展 

彭中華老師 

羅霆輝老師 

6D羅希嵐 園圃攝影比賽金獎 

元朗公立中

學校友會英

業小學 

盆景組冠軍、盆景組亞

軍、時花綠葉/蔬果組亞軍 

6A 陳寶瑩 

環保盆栽組季軍 6E 陳彦穎 

6E 何津嬋 

5D 黄莉雅 

環保盆栽組優異獎 

5E 鍾熙雯 

6A 周  溧 

6D 陳思思 

6D 羅希嵐 

5E 于亞潔 
時花綠葉/蔬果組優異獎 

4A 關偉倫 

其他 棋道盃全港中國象棋比賽 陳志強老師 

5B 吳天栩 
高小組團體季軍 

5D 黃景軒 

5D 黃景軒 高小組個人優異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2018 至 2019 年度校務報告              
              

             
品德為本  語文為基  健康生活  豐盛人生                      

 
51 

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其他 
公益少年團環保為公益 

慈善花卉義賣 
劉翠萍老師 

元朗公立中

學校友會英

業小學 

優異奬 

其他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 陳慧儀老師 6E 林智恒 首 20名 

其他 2019萬寧及 GNC飛躍表現奬 陳慧儀老師 

6A 許冠華 

表現奬 

6A 劉俊熙 

6A 陳寶瑩 

6B 黃曉靜 

6C 李林沁     

其他 

階梯閱讀空間 

校內最傑出學生獎 

陳志強老師 

2D 陳浩霆 第一名 

2E 程鵬舉 第二名 

2D 陳秋潔 第三名 

階梯閱讀空間 

校內最優秀學生獎 

2D 陳浩霆 第一名 

5E 鍾熙雯 第二名 

2E 程鵬舉 第三名 

其他 童心童樂學業進步獎勵計劃 / 2B 林昊一 / 

其他 伴我高飛獎勵計劃 陳慧儀老師 

2D 陳浩霆 

/ 

3C 勞煒蕎 

3D 區廣彬 

3E 楊漪潁 

4A 岑沚澄 

4D 曾子惠 

4E 蕭浠霖 

4E 蕭浠汶 

4E 葉曉鍒 

5A 陳安祺 

5D 莫敏茹 

5E 鄭芷珊 

6A 周  溧 

6A 鄧綺琳 

6A 林慧儀 

6D 陸宇行 

6D 石啟謙 

6E 陳彥穎 

6E 洪文浩 

6E 賴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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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其他 中文閱讀封面設計比賽 陳志強老師 

4D 夏之涵 冠軍 

4D 曾子惠 亞軍 

4A 潘嘉晞 季軍 

4D 蔡梓晴 

優異獎 4D 麥昊中 

4E 戢鈺棋 

5E 林映彤 冠軍 

5D 鍾煜昊 亞軍 

5A 邵沚妍 季軍 

5C 蔡紫銥 

優異獎 5E 何  田 

5B 吳天栩 

6D 羅希嵐    冠軍 

6D 林芳儀 亞軍 

6C 王棋鈞 季軍 

6B 羅詠儀 

優異獎 6C 葉媗桐 

6C 劉子杰 

其他 英文閱讀報告比賽 陳志強老師 

4D 曾子惠 冠軍 

4A 鄭穎心    亞軍 

4E 李家俊 季軍 

4D 梁可宜 

優異獎 4D 蔡梓晴  

4E 戢鈺棋 

5D 鍾煜昊 冠軍 

5E 林映彤 亞軍 

5D 楊政毅 季軍 

5A 陳安祺 

優異獎 5E 鄧照軒 

5D 劉君廷 

6D 林芳儀 冠軍 

6D 伍穎儀 亞軍 

6A 鄧綺琳 季軍 

6D 陳詩韻 

優異獎 6E 馮嘉慧 

6E 鄧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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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名稱 負責老師 獲獎學生 比賽組別及成績 

其他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中國象棋比賽 
陳志強老師 

5B 吳天栩 

季軍 
5D 楊政毅 

5D 黃景軒 

5D 黃景晨 

6A 許冠華 

殿軍 6E 肖俊熙 

6E 王洛豪 

其他 

一年級閱讀大獎 

陳志強老師 

1E 蒲紫瑩 

金獎 1B 陳紫涵  

2C 周穎儀 

二年級閱讀大獎  

2A 盧凱妍 銀獎 

1E 李梓嫣 
銅獎 

2E 關惠文 

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陳志強老師 

4A 陳銘謙 

金獎 

5D 李敖心 

1C 蘇詩晴 

2A 盧凱妍 

2E 關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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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各級全方位學習活動一覽 

7.1定期訓練或活動 

  活動名稱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1 羽毛球訓練班        

2 游泳學習班      

3 舞蹈組       

4 花式跳繩      

5 田徑        

6 女子籃球        

7 男子籃球        

8 排球         

9 足球隊        

10 機械人設計組          

11 數學精英組          

12 小司儀訓練         

13 中文閱讀大使          

14 園藝組         

15 小小伽俐略          

16 科學探究組         

17 美術學會          

18 手鈴隊        

19 英業鼓揚       

20 木笛小組         

21 英業合唱團         

22 陶藝班         

23 紙糊藝術工作坊         

24 國畫班         

25 普通話大使         

26 英語大使         

27 幼童軍         

28 小女童軍        

29 公益少年團         

30 周六興趣班      

31 多元智能課      

32 課後增值班      

33 課前輔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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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名稱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34 英業天使社區服務計劃         

35 小四成長的天空計劃            

36 小五成長的天空計劃            

37 小六成長的天空計劃           

38 守護天使學長計劃之領袖訓練           

39 濕地小導遊培訓班         

40 泳隊      

41 英文音樂劇       

42 小小辯論家         

43 小提琴         

44 小結他         

45 普通話廣播          

46 校隊羽毛球         

47 普通話集誦          

48 愛心種子課前成長小組           

49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小五強化輔助課程            

50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51 喜伴同行學生小組        

52 周六興趣班-數學思維班           

53 周六興趣班-中文寫作提升班      

54 周六興趣班-趣味英語拼音班      

55 周六興趣班-立體模型班      

56 周六興趣班-DIY 飾物、精品製作班      

57 周六興趣班-多元化手工班      

58 周六興趣班-創意畫班      

59 周六興趣班-彩沙畫      

60 周六興趣班-魔術班      

61 周六興趣班-扭氣球班      

62 周六興趣班-口琴      

63 周六興趣班-夏威夷州小結他班      

64 周六興趣班-足球      

65 周六興趣班-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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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戶外學習 

 

  活動名稱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1 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2 參觀-香港濕地公園            

3 參觀-區本計劃-麵包廠參觀及自製麵包體驗          

4 秋季旅行-大棠有機生態園            

5 秋季旅行-馬灣公園            

6 參觀-區本計劃-大埔生活書院         

7 參觀-九龍公園            

8 境外交流-深圳自然文化探索之旅         

9 秋季旅行-荔枝角公園            

10 參觀-南生圍            

11 秋季旅行-大棠郊野公園            

12 風紀訓練營         

13 秋季旅行-粉嶺鶴藪            

14 境外交流-軍紀體驗營            

15 境外交流-同根同心-上海之旅            

16 參觀-太空館            

17 參觀-天主教祟德英文書院           

18 參觀-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19 參觀-元朗公立中學           

20 參觀-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1 參觀-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22 秋季旅行-大尾篤郊野公園           

23 教育營-梁紹榮渡假村           

24 境外交流-新加坡交流團           

25 參觀-區本計劃-樹屋田莊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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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學藝比賽 

  活動名稱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1 校內-屬校運動日      

2 校內-水運會同樂日        

3 校內-親子羽毛球比賽      

4 校內-秋季旅行攝影比賽      

5 校內-親子閱讀報告比賽      

6 校外-學術-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7 校外-體育-屯門區 3 人籃球公開賽           

8 校外-體育-香島中學接力邀請賽           

9 校外-學術-元朗區小學校際 STEM 精英挑戰           

10 校外-學術-「常識百搭」STEM 探究展覽         

11 校外-學術-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           

12 校外-學術-新知識文化學術研習社夢想盃         

13 校外-學術-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14 校外-學術-元中數學遊縱邀請賽           

15 校外-學術-鄧中友校小學數學競技邀請賽           

16 校外-學術-學校朗誦節      

17 校外-學術-茂峰中學小學拉格朗日數學邀請賽          

18 校外-學術-英語生字王比賽      

19 
校外-學術-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孝為本」徵

文比賽 
          

20 校外-學術-鄧兆棠中學友校小學數學競技邀請賽           

21 校外-學術-元中數理遊縱邀請賽           

22 
校外-學術-茂峰中學數學邀請賽拉格朗日數學邀

請賽 
         

23 校外-學術-階梯閱讀空間嘉許典禮          

24 校外-學術-華夏盃數學奧林匹克      

25 校外-藝術-教育局學生視藝作品展        

26 校外-藝術-學校音樂節      

27 校外-藝術-音樂事務處學校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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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名稱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28 校外-藝術-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29 校外-藝術-中國音樂學院演奏評分賽         

30 校外-藝術-奧林匹克手鈴比賽        

31 校外-體育-元朗區體育節全港羽毛球邀請賽         

32 校外-體育-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33 校外-體育-元朗區水運會      

34 校外-體育侯-寶垣盃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35 校外-體育-校際花式跳繩錦標賽       

36 校外-體育-伯特利中學快樂四人足球賽         

37 校外-體育-同心合力跳大繩比賽          

38 校外-體育-新界西小學無毒籃球錦標賽          

39 校外-體育-呂明才盃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           

40 校外-體育- YMCA 福音籃球賽          

41 校外-體育-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3 人籃球比賽          

42 校外-體育-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三人籃球賽        

43 
校外-體育-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接力

賽 
          

44 校外-體育-簡易運動三人籃球比賽           

45 校外-體育-深培中學小學五人足球友誼賽         

46 校外-體育-屯元天三人籃球賽          

47 校外-體育-元朗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48 校外-體育-元朗區校際籃球比賽          

49 校外-體育-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50 校外-體育-小學校際足球邀請賽         

51 校外-體育-元朗陳震夏中學三人籃球比賽          

52 校外-體育-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53 校外-其他-2018 萬寧及 GNC 飛躍表現獎           

54 校外-其他- 健康生活樂繽紛         

55 校外-其他-全國學生「學憲法 講憲法」演講比賽           

56 校外-其他-中國改革開放 40 周年知識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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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名稱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57 校外-其他-新至叻兵團-機械人避障友誼賽          

58 校外-其他-屯門盆景蘭花暨現代書畫家作品展          

59 校外-其他-棋道盃全港中國象棋比賽           

60 校外-其他-公益少年團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          

61 校外-其他-元朗區傑出小學生           

62 校外-學術-全港英語成績優異學校      

63 校外-其他-階梯閱讀空間          

64 
校外-學術-全港中小學生中國改革開放 40 周年知

識競賽 
     

65 
校外-學術-2018 年姊妹學校中國歷史及 STEM 問

答比賽 
     

66 校內--其他-英文閱讀報告比賽      

67 校內--其他-中文閱讀封面設計比賽      

68 校外-中國改革開放 40 周年知識競賽           

69 校外-藝術-校際舞蹈節       

70 校外-藝術-街坊小子木偶劇場            

71 校外-藝術-教育局英語木偶劇比賽            

72 校外-藝術-香港幼兒音樂大獎賽            

73 校外-藝術-香港青少年音樂大獎            

74 校外-藝術-冰雪情國際師生書畫攝影交流展          

75 校外-伴我高飛獎勵計劃       

76 校外-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中國象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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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講座 

 

  活動名稱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1 小一家長座談會            

2 言語治療家長講座      

3 親子閱讀家長講座      

4 「如何協助子女提昇學習能力」家長講座      

5 親子閱讀家長講座      

6 「學校內聯網 E-CLASS 及手機 APP」家長工作坊      

7 iPortfolio 電子學習檔案親子工作坊      

8 「園藝治療減壓及促進正面欣賞」家長講座      

9 自行分配學位家長會           

10 小六升中家長會           

11 成長的天空計劃—優質家長工作坊         

12 作家講座           

13 女生內衣專題講座          

14 「培養孩子的社交能力」家長講座      

15 小五升中家長會            

16 英文默書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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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其他活動 

 

  活動名稱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1 午休活動      

2 聖誕聯歡會      

3 家長日      

4 中華日(跨科活動日)      

5 世界閱讀日活動書展      

6 一人一花      

7 香港公益金便服日籌款活動      

8 「跳繩強心」計劃      

9 體適能獎勵計劃        

10 親子賣旗活動      

11 親子羽毛球比賽      

12 家長也敬師運動      

13 英業藝術聯展 Pro Art Carnival      

14 Amazing Tuesdays          

15 中英普聯課活動         

16 數學遊蹤      

17 競技比賽          

18 頌親恩心意卡設計比賽      

19 增值護照封面及印花設計比賽      

20 預防流行性感冒疫苗注射活動      

21 英語音樂劇實踐計劃       

22 家教會親子一日遊      

23 欣賞英語音樂劇「反斗玩具奇兵」      

24 流感疫苗注射      

25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運動      

26 舊生會海洋公園學院課程           

27 香港國際龍舟錦標賽            

28 基本法大使進階學習團            

29 元朗公立中學開放日           

30 元中校友會鄧兆棠中學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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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全校家長問卷調查結果      

 

教學質素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無意見 

1) 家課的份量適中。 17.1% 68.1% 8.3% 1.7% 4.8% 

2) 老師教學認真。 30.3% 63.7% 3.0% 0.2% 2.9% 

3) 學校能引發我的子女對學習的興趣。 21.8% 66.7% 4.5% 1.4% 5.6% 

4)（只供一年級家長填寫）我認同「小一銜接校本課程」能讓子女循序漸

進過渡小一課程。 

20.7% 64.0% 8.1% 0.0% 7.2% 

5) 學校提供的課後體育訓練、活動和其他獎勵計劃有助培養我的子女成

為有承擔和有堅毅精神的人。 

27.4% 59.9% 3.9% 0.3% 8.5% 

6) 我認為普通話科的活動，例如：普通話日活動、網上學習等，能夠提

升子女的學習。 

23.6% 61.0% 7.1% 0.6% 7.7% 

7) 「自我增值獎勵計劃」能增強學生的積極性。 23.4% 61.7% 6.5% 1.4% 7.0% 

對學生學習表現的感受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無意見 

1) 校內學生行為良好。 21.9% 71.6% 1.4% 0.2% 5.0% 

2)（只供一年級家長填寫）我的子女曾在課餘唱出音樂課上所學的歌曲。 20.7% 54.1% 11.7% 4.5% 9.0% 

3)（只供一年級家長填寫）我的子女經常閱讀英文圖書。 9.0% 44.1% 29.7% 6.3% 10.8% 

4)（只供二年級家長填寫）我的子女曾在課餘唱出音樂課上所學的歌曲。 24.3% 41.1% 16.8% 4.7% 13.1% 

5)（只供二年級家長填寫）我的子女經常閱讀英文圖書。 9.3% 31.8% 37.4% 4.7% 16.8% 

6)（只供三年級家長填寫）我的子女喜愛演奏音樂 (例如吹奏牧童笛、 

唱歌或其他)。 

歌或其他)。 

23.4% 56.8% 11.7% 0.9% 7.2% 

7)（只供三年級家長填寫）我的子女經常閱讀英文圖書。 10.8% 27.9% 47.7% 3.6% 9.9% 

8)（只供三年級家長填寫）我的子女能運用摘錄筆記的方式(例如標示分 

段、圈重點詞等)提升中文科學習效能。 

 

段、圈重點詞 

10.8% 61.3% 18.0% 2.7% 7.2% 

9)（只供四年級家長填寫）我的子女喜愛演奏音樂 (例如吹奏牧童笛、 

唱歌或其他)。 

15.8% 54.5% 11.9% 2.0% 15.8% 

10)（只供四年級家長填寫）我的子女對英文寫作的興趣有增加。 7.9% 43.6% 30.7% 8.9% 8.9% 

11)（只供四年級家長填寫）我的子女能運用摘錄筆記的方式(例如標示分 

段、圈重點詞等)提升中文科學習效能。 

10.9% 61.4% 15.8% 5.0% 6.9% 

12)（只供五、六年級家長填寫）我的子女喜愛參與音樂表演或學習演奏 

樂器。 

15.6% 48.9% 19.9% 2.2% 13.4% 

13)（只供五、六年級家長填寫）我的子女對英文寫作的興趣有增加。 9.1% 42.9% 32.0% 4.3% 11.7% 

14)（只供五、六年級家長填寫）我的子女能運用摘錄筆記的方式(例如標示 

                             分段、圈重點詞等)提升中文科學習效能。 

示分段、圈重 

10.4% 60.6% 17.7% 1.3% 10.0% 

15) 我認同子女積極參與學校各類活動，例如旅行、運動日、聖誕聯歡 

會、多元智能活動或拔尖小組等。 

39.3% 54.9% 1.8% 0.2% 3.8% 

(回收率：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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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認同子女從參與學校活動中提升了責任感。 28.6% 62.6% 2.9% 0.2% 5.7% 

17) 我的子女的英文寫作能力有提升。 12.3% 46.9% 26.0% 3.3% 11.5% 

18) 我的子女能自覺地做家課。 19.2% 61.3% 12.4% 1.8% 5.3% 

19) 我的子女在學業上能跟上進度。 13.6% 58.9% 17.5% 2.6% 7.4% 

20) 我的子女對學習有信心。 14.4% 58.5% 16.6% 2.4% 8.0% 

21) 我的子女喜歡閱讀課外書籍。 16.3% 50.5% 21.0% 2.9% 9.2% 

22) 除中文圖書外，我的子女還會選擇閱讀英文圖書及雜誌。 8.9% 43.3% 30.6% 6.1% 11.2% 

23) 我的子女注意健康。 20.4% 66.6% 7.3% 0.5% 5.3% 

 

關顧及給學生的支援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無意見 

1) 學校重視培養學生的品德。 26.8% 69.4% 1.5% 0.0% 2.3% 

2) 我清楚學校對學生紀律的要求。 24.5% 69.3% 2.0% 0.2% 4.1% 

3) 學校的獎罰制度合理。 20.6% 71.0% 2.6% 0.5% 5.4% 

4) 老師關懷我的子女。 31.8% 61.0% 2.7% 0.6% 3.9% 

5) 我的子女在學習上遇到困難時，學校可以提供適當的幫助。 20.4% 66.6% 5.7% 1.2% 6.1% 

6) 我的子女受情緒困擾時，學校可以提供適當的幫助。 18.9% 64.4% 3.8% 1.4% 11.5% 

7) 學校透過不同的講座及活動，能夠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和自我管 

理的能力。 

18.5% 68.1% 3.2% 0.2% 10.1% 

8) 學校透過不同的講座及活動，能夠培養學生欣賞及關愛別人的態度。 17.2% 67.8% 3.3% 0.2% 11.5% 

9) 學校提供各類課程和活動，讓我的子女發展多方面的潛能。 21.2% 63.7% 2.9% 0.9% 11.3% 

10) 學校重視培養我的子女的閱讀習慣。 18.2% 62.6% 8.8% 0.8% 9.7% 

  
     

家庭與學校的關係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無意見 

1)（只供一年級家長填寫）學校提供的家長講座及工作坊能夠照顧我的 

子女成長需要。 

 

13.5% 67.6% 4.5% 1.8% 12.6% 

2) 我清楚學校的發展方針及本年的關注事項。 16.8% 62.5% 6.8% 0.6% 13.3% 

3) 我有足夠機會向學校表達意見。 15.4% 65.2% 7.7% 1.5% 10.1% 

4) 學校樂意聽取家長的意見。 18.9% 65.4% 4.5% 1.1% 10.1% 

5) 學校與家長之間的關係良好。 20.9% 66.6% 3.0% 0.5% 9.1% 

6) 家長教師會能夠發揮促進家校合作的功能。 17.7% 61.7% 5.4% 1.1% 14.1% 

       

學生表現的報告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無意見 

1) 學校提供足夠資料，幫助我了解子女在學業方面的進展。 17.4% 65.5% 8.3% 0.3%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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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環境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無意見 

1) 校舍整潔。 29.7% 63.5% 1.5% 0.0% 5.3% 

      

      

對學校的整體觀感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無意見 

1) 學校鼓勵學生參加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能提升學生的多元學習經歷。 25.3% 66.3% 2.3% 0.8% 5.4% 

2) 我對本校學生課本及簿冊供應承辦商（光明書局）的服務表現感到 

滿意。 

21.3% 67.2% 2.3% 0.8% 8.5% 

3) 我對本校外購服務供應商的表現感到滿意。 18.5% 64.3% 3.2% 0.5% 13.6% 

4) 我對本校所作的售賣學習材料、訂閱報刊及書展安排感到滿意。 17.2% 68.5% 2.7% 0.0% 11.5% 

5) 學校提供足夠健康資訊（包括在校園四周張貼海報及發出有關“健 

康”通告），讓學生或家長更注重個人健康。 

20.3% 66.1% 4.1% 0.5% 9.1% 

6) 學校重視校園綠化，讓學生在美好的校園學習。 24.5% 67.3% 1.8% 0.5% 5.9% 

7) 我的子女喜愛學校。 30.7% 61.4% 2.6% 0.3% 5.0% 

8) 我樂意讓子女在本校就讀。 33.6% 59.0% 1.4% 0.2% 5.9% 

9) 整體而言，我對學校感到滿意。 27.7% 64.4% 1.7% 0.0%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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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財務報告 

9.1  2018/2019 年度財務報告 

津貼名稱 
18 /19 年度                              

實際津貼額 

18 /19 年度                                         

預算 

18 /19 年度                                         

實支 
(一)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1. 基本津貼 1,470,046.19 1,873,060.00 1,572,589.38 

2. 修訂的行政津貼 1,665,720.00 2,050,000.00 1,899,386.17 

3. 綜合資訊科技津貼 425,488.00 221,815.00     187,176.50 

4. 學校發展津貼 750,226.00 706,000.00     675,399.59 

5.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76,572.00 172,436.00    169,750.00 

6.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607,585.00 721,412.00    651,050.75 

7. 額外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231,660.00 252,000.00     252,000.00 

8. 成長的天空(小學)計劃 200,382.00 212,958.00 195,364.00 

9. 校本新來港學童支援計劃 103,940.00 34,466.00 34,466.00 

 總計： 5,631,619.19 6,244,147.00 5,637,182.39 

(二) 非營辦津貼      

10.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116,925.00 180,000.00 117,000.20 

11.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177,722.50 177,727.50 152,378.00 

12.凍結代課教師津貼 1,351,200.00 947,595.00 961,056.67 

13.課後學習支援津貼 273,000.00 308,500.00 256,212.25 

14.家校合作活動計劃津貼 15,474.00 15,474.00 15,474.00 

15.關愛基金午膳津貼 836,290.00 836,290.00 775,281.00 

16.加強無線網絡基礎設施津貼 84,940.00 85,000.00 84,600.00 

17.推廣閱讀津貼 40,000.00 40,000.00 39,994.50 

18.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150,000.00  75,000.00 10,018.80 

19.在學校推動電子學習的一筆過資訊 

   科技津貼 
0.00 177,150.00 201,990.32 

20.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的一筆過津貼 0.00 94,265.00 2,250.00 

21.促進小學英語學習津貼計劃 90,000.00 195,819.60 132,004.69 

22.教師借調計劃 434,831.33 434,831.33 434,8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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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學校發展津貼帳目收支報告  (1.9.2017 – 31.8.2018) 

 收入       

   本學年教育局撥款 750,226.00  

     

       750,226.00  

     

 支出       

   聘請學校事務助理 562,203.39 

  校園八達通計劃 19,116.20 

   周三多元智能課 94,080.00  

     

    

    

     

       支出總計： 675,399.59 

     

   本年度結餘： 74,826.41 

     

     

 

備註﹕餘款撥入擴大營辦津貼賬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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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特定用途的認可收費帳目收支報告    (1.9.2018 – 31.8.2019) 

 收入       

   上學期收費 (上學期繳費學生共 718 人，@155 元。) 111,290.00   

   下學期收費 (下學期繳費學生共 718人，@155 元。) 111,290.00  

      

       收入總計： 222,580.00  

     

     

 支出       

   e-class iPortfolio   & e-class Parents App 27,120.00  

  飲水機濾水器、更換紫外光燈、 1年保養及維修費 27,520.00  

    

       支出總計： 54,640.00  

     

   本年度結餘： 167,940.00 

 

 

 

 

 

    

     

 

備註﹕餘款撥入特定用途賬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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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閱讀材料費帳目收支報告    (1.9.2018 – 31.8.2019) 

 收入       

   上學期學生共 718人,@$50元。  35,900.00  

   插班生共 8人, @$50 元。  400.00 

       收入總計： 36,300.00  

     

     

     

 支出       

   圖書  31,338.60  

   增值護照  8,085.00  

       

       支出總計： 39,423.60  

     

   本年度結餘： (3,123.60) 

 

 

 

 

 

 

備註﹕赤字由普通經費賬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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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學生輔導及額外學生輔導服務津貼帳目收支報告  (1.9.2017 – 30.6.2018) 

 收入       

   本學年教育局撥款 839,245.00  

    

       839,245.00  

     

 支出       

   聘請輔導老師 (1/9/2018-31/8/2019) 864,612.00  

   學生輔導小組服務 7,530.00  

   輔導教材及雜項 857.75  

   學生訓練營 21,751.00  

  講座 4,700.00 

   輔導期刊  3,600.00 

     

       支出總計： 903,050.75  

     

   本年度(赤字)： (63,805.75)  

 

 

 

備註﹕ 赤字由擴大營辦津貼賬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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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資訊科技綜合帳目收支報告   (1.9.2017 – 31.8.2018) 

 收入       

   本學年教育局撥款 425,488.00  

     

       425,488.00  

     

 支出       

   消耗用品及雜項 42,839.50  

  電腦傢俱及設施 52,589.00  

   電腦軟件及保養 51,198.00  

   上網服務 40,550.00  

      

       支出總計： 187,176.50 

     

   本年度結餘： 238,311.50  

     

     

 

  

 

 

   

 

備註﹕餘款撥入擴大營辦津貼賬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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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各科組工作報告  

 

 

中文科工作報告 
 

1 本年度關注事項 

 

1) 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教表現 

2) 跟進視學報告，優化中文課程 

 

2  本年度工作成果及檢討 

 

本年度中文科就關注目標順利完成了計劃所訂定的工作方案。透過家長問卷和教師問卷調查

後，我們作了以下的總結︰ 

 

 就第一項關注事項之目標—學生能運用自學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第一項方案為小三至小六於讀文教學進行「筆記齊來寫一寫」活動，於學期初教授學生怎樣在課

文標註重點如：「修辭運用」、「文章體裁」、「課文整理」，並於上、下學期讓學生於自主閱

讀篇章完成課文標註，讓學生進行自主學習。  

小一及小二年級按學生能力先學習標柱「分段」、「文章體裁」、「重點詞」開始。 

 

第二項方案為優化讀文教學繼續進行「齊來問一問」活動，讓學生於預習紙中進行課文提

問。在每一冊課本選取一篇適合學生能力的篇章進行。  

 

第三項方案為教師於共同備課課堂運用不同的自學軟件或程式進行課堂教學，以提升課堂的互

動性。如在 eclass進行預習或延伸練習。 

  

 

從教師問卷的數據得知，超過 90%教師認同學生能運用自學策略(筆記齊來寫一寫)、(齊來問一

問)活動提升學習效能。學生普遍能標柱文章分段、體裁及在課文標註重點，能就課文內容提出

適切的提問，部份學生能提出高層次的提問，成效不俗。此外，超過 90%教師認同共同備課課

堂運用不同的自學軟件或程式進行課堂教學能提升學習效能，來年可考慮在課堂中推行電

子教學。從家長問卷的數據得知，超過 70%家長認同子女能運用摘錄筆記的方式(例如標示分

段、圈重點詞等)提升中文科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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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第二項關注事項之目標—提升學生審美能力  

 

工作項目是於於上、下學期之午休時段推行 (讀書廊 )活動，由各班之科任老師選

出一位學生於樓層的空地作朗讀表演 (自選材料 )，朗讀表演前將進行培訓，教授

學生朗讀的技巧。而各班之科任老師亦會選出三位學生在同學表演時前來評賞，

鼓勵學生在同學表演後分享意見。  

 

透過教師問卷的數據得知，超過 90%教師認同活動能提升學生審美能力。下學期活動安排在地

下會議室進行，讓全級學生共同參與，支持及評鑑同學表現。 

 

 就第二項關注事項之目標—優化寫作教學  

 

工作項目是將普教中班的 (小練筆 )推展至小三至小六 (全級 ) ，以提升學生以文字

表達個人情感的機會。在寫作教學中運用多元化的批改模式，如「面批」有效回

饋學生表現，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  

 

透過教師問卷，90%科任認同將(小練筆 )推展至小三至小六能提升學生以文字表達個人

的情感。此外，超過 80%教師認同運用多元化的批改模式能對學生有正面鼓勵作

用，學生寫作時更用心和謹慎。  

 

 就第二項關注事項之目標—優化閱讀教學  

 

工作項目是優化及檢視小五及小六年級之校本「古詩文教學課程」，檢視去年選取

與讀文相關的古詩文教授篇章，例如把白話文單元教授積極人生與古文《勤訓》

結合教授，以加強古文與讀文的連繫。  

 

透過教師問卷，90%科任教師認同優化後的校本「古詩文教學課程」能令古詩文教學更

有效，跟課文的連繫加強有助學生容易理解及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3 來年展望 

 

過去三個學年，學生曾參與摘錄筆記工作坊、完成了提問技巧的訓練及課堂摘錄筆記的訓練。

來年，我們將優化摘錄筆記，期望進一步提高學生的自學能力。此外，來年亦將在中文科使用

平板電腦進行上課，期望透過進行網上學習、課堂的互動，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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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Subject Annual Report  

 

1. Objectives of this year 

 

 To use self-directed learning strategies to uplift learning efficacy 

 To use assessment to enhance self-directed learning 

 Enrich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2. Outcomes and evaluation 

 

 Use pre-task worksheet to enhance self-directed learning 

P4 to P6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complete the graphic organizers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exts. They were asked to identify the text types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texts beforehand. 

 

100% of teachers agreed that students were able to complete the graphic organizers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exts in the study notes.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was launched in P1 and P2. The programme helped to develop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skills. Integration of GE and PLP-R/W programme was taken 

place. E-learning was also included in the programme. 

 

90% of teachers agreed that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helped to develop students’  self-

directed learning skills.  

 

 Use formative assessment to enhance self-directed learning 

Different types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were adopted to enhance self-directed learning. For P1 

to P3, students’ abilities of recognizing high frequency words and applying phonics skills were 

assessed. For P4 to P6, students’ presentation skills were assessed in English lessons. 

 

About 93% of teachers agreed that P1 to P3 students were able to recognize most of the high 

frequency words and phonics sounds taught. About 87% of teachers agreed that P4 to P6 students 

were more confident in presentation.  

  

 Promote read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in KS2 

Printed books were purchased by the Grant Scheme on Promoting Effectiv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s (PEEGS). Themes of reading materials were chosen to match the 

English curriculum and General Studies curriculum. The reading materials were aimed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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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using students’ interest, providing mor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the topic, enriching world 

knowledge, relating school learning with daily life experience and strengthening positive values 

and daily application to analyze personal and social issues.  

 

Comparing the assessment results on reading between Exam 2 and Exam 3, about 25% of P4 to 

P6 students’ had improvement over 30%. Most of the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 reading materials 

were able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reading. 

 

 Conduct English language activities for P1 to P6 students to enrich the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 in school 

Grant Scheme on Promoting Effectiv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s (PEEGS) 

was launched and it was used to enrich the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 in school through 

conducting thematic English language activities for each level. The aim of the language activities 

was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enhance their confidence in reading and 

speaking English.   

 

Through conducting the language activities, 100% of teachers agreed that students had more 

confidence in speaking and reading English. 

 

3. Future development 

 

 After three years enhancing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students are able to complete the pre-

tasks (parts of the study notes) before learning the topics.  

 

 P1 and P2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will be adopted continuously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their self-directed learning skills. For the coming year, P3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will be adopted as well. 

 

 Under Grant Scheme on Promoting Effectiv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s 

(PEEGS), we will keep on employing professional services to conduct English language activities 

for P1 to P6 students in the coming first term of the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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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工作報告 

 

1 本年度關注事項 

 

 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教表現。 

 加強學生的運算能力。 

  

2 本年度工作成果及檢討 

 

 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教表現。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本學年舉辦了「如何有效促進學生摘錄筆記」工作坊，讓老師能更掌握摘錄筆記的技巧， 

使學生能更有效地進行摘錄筆記及建立自學的模式。同時亦舉辦了「使用電子平台促進 

自主學習」，以提升老師有效運用電子學習推動自主學習。而老師們亦漸能在各定期會 

議中，把課堂中推動自主學習的相關經驗作分享及記錄。經問卷調查顯示，100%的老師 

認同上述工作能協助他們掌握相關策略，並能有效教導學生摘錄筆記，以及透過電子學 

習平台讓學生能自行學習，提升老師對推行自主學習的專業成長。來年將繼續舉辦有助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的活動。 

 

 學生能運用自學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就學生層面方面，本科在各班的數學角設有不同程度「數學趣味工作卡」，讓學生在課堂 

以外有更多學習機會。過去，「數學趣味工作卡」已提供更多不同程度的「數」和「度量」 

範疇的題目。本學年再繼續增添更多「圖形與空間」範疇的題目，讓學生有更多不同類 

型的題目進行學習。此外，學生在「數學小秘笈」進行摘錄筆記已培養成習慣，並建立 

良好的基礎。本學年更讓學生們的筆記推展至堂課簿進行，進一步建立他們自主學習的 

模式。在應用題審題方面，本科曾教授學生們各種不同的策略。本學年在二至四的課程 

內教授「方塊模型 Model Method」的思維工具，讓學生能更有系統地用作解題。此外， 

各年級的「預習工作紙」，除繼續保留「重溫題」和「預習題」外，本學年加入「QR Code」 

(二維碼)，使作可不受時間或地方局限，運用電子設備及視訊媒體進行學習。在本學年 

陸續讓學生使用出版社提供的「自主學習及診斷系統」，老師在設定學習題目及完成期限 

    後，透過網絡發放至學生戶口，讓他們可在不同學習單元進行課前預溫、課後延伸及檢 

測，並能讓他行自行診斷對學習內容的掌握情況。93%的本科老師認同上述的各項工作， 

能有效推動學生運用各種學習策略和工具，自行進行學習並獲取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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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增強課堂的互動性，提升參與度，培養學生成為主動學習者。 

科技發展有助學生過更多種類的電子工具進行學習。Wifi900計劃為本校提供各項基礎及

設備，不論老師及學生均可運用各項各種電子工具、應用程式及教學資源進行教與學，能

讓學生進行更具趣味的學習模式。根據問卷向四至六年級的科任進行調查，100%的科任均

認同電子教學能有效為課堂實踐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和學習模式，以及提升學生學習的主

動性，來年將推展至各級不同學習課題繼續進行。 

 

 加強學生的運算能力 

 提升計算的速度和準確度。 

為提升學生們的運算能力，在各年級均有教授各種「運算小技巧」，並由老師編製筆記及 

相關工作紙。所教授的技巧由往年全學年兩次，增加至本學年上、下學期各兩次。而同 

學們均可參加課堂進行的速算比賽盡展所學。本科更在各年級舉辦「巧妙計算大比拼」 

及「合 24」等比賽活動，學生均能透過比賽運用各種的運算技巧。本科透過問卷向各科 

任調查，結果 100%的老師均認為各年級教授的「運算小技巧」，能提升學生的運算的速 

度和準確度。就學生能在速算比賽的限定時間內完成及達致達標率(60分)來看，他們在 

下學期的速算比賽(三)和(四)的表現分別是 60.3%及 44.1%。來年，各級的「運算小技巧」 

及速算比賽題目的程度，考慮是否可更切合學生的能力或稍作調整。 

 

 

3 來年展望 

本學年學生不論在自學態度的培養、應用科技的進行學習以及在提升運算的速度和準確度

等各方面，就老師的熱心推動和同學們積極參與各項學習活動，各方面也漸見成效。在老

師的培訓方面，仍會透過舉辦各種的工作坊，進一步提升其專業的發展。來年數學科將繼

續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和能力，並繼續透過善用資訊科技讓學生發展獨立學習的能力。

在應用電子學習方面已積累相當的經驗，來年將繼續在各年級合適的課題，使用各種電子

學習資源和應用程式，為同學提供更具趣味的互動學習模式，提高他們的學習動機和參與

度，並將學習成果展示，令他們可盡展所長。此外，在培養學生自學的態度方面，來年仍

會繼續推動學生摘錄筆記的文化，望能擴展至二、三年級進行，讓學生從小便養成摘錄筆

記的習慣，把學習內容整理及進行自學。本科將繼續針對學生在學習上的難點和需要，在

課程方面，仍透過各種學習策略加強其學習能力。在一年級將繼續推行「18以內的加法」

和「18以內的減法」校本課程，並會加強直式的引入，令學生更能掌握「合十」方面的

概念，望能與 2年級的課程銜接得更為暢順。本學年於 2至 4年級教授了「方塊模型 model 

method」的思維工具，目的讓學生有系統去思考及解題，來年或會擴展至 5、6年級於合

適的課題中推行。為使學生能準確進行分數的計算，來年在四、五年級分別在同分母分數

及異分母分數課題，將繼續推行運用直式進行分數的加、減及混合計算，並教授他們透過

以最大公因數把答案至最簡分數的策略。此外，本學年透過於各年級增加教授各種運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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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技巧，讓學生在「合 24」、「巧妙計算大比拼」及「速算比賽」等活動中展示其運算速

度及準確度均有所提升，故來年仍會繼續推行。來年亦會繼續舉辦「數學攤位遊戲學習日」、

「數學遊縱」、「合 24」及「巧妙計算大比拼」等數學活動讓學生進行學習，以提升他們

對數學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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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工作報告  

 

1 本年度關注事項 

 

 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教表現 

 培養學生成為有主見、有承擔、有毅力、有夢想的人 

 

2 本年度工作成果及檢討 

 

本年度常識科就以上關注目標順利完成計劃所訂定的工作方案。透過檢討會議、教師問卷調

查後作出以下的總結︰ 

 

 學生能運用自學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第一項方案為「培養學生筆記摘錄要點的習慣」。一至六年級教授新單元前展示整個單元

學習目標。延續去年工作成果，三至六年級老師於學期初與學生重溫摘錄筆記的方法及

帶領學生參考學生佳作一同完成第一課筆記，然後學生自行把餘下課題的課外知識記錄

在筆記或課本內。由常識大使檢查學生運用筆記情況，表現良好的同學給予獎勵，以提

高學生的學習效能。 

 

第二項方案為「推行科本預習文化」。三至六年級學生課前閱讀與授課內容有關的指定資

料(網上影片、學習卡等)，了解將會學習的內容。延續去年工作成果，一至六年級

教師指導學生就授課內容提出疑問，一、二年級重點為「誰」、「地點」，三、四年

級重點為「甚麼」和「甚麼時候」，五、六年級為「為甚麼」和「怎樣」，疑問記錄在

預習紙，或寫在小組學習卡內，張貼於課室壁報。老師或同學於課堂時回應

學生的提問，引發學生的好奇及主動尋找答案，學生把答案記錄在預習紙或

小組學習卡。  

 

第三項方案為「推行電子學習」。根據去年經驗，四至六年級加強運用本校內聯網系統

(Eclass)，提供預習任務。另運用出版社電子學習平台製作不同類型和程度的評估練

習，讓學生課後完成，使學生及老師即時了解學習情況。全年完成最少兩次，其中一次

為假期剪報家課。 

 

從教師問卷中，95%教師認同學生能運用自學策略，提升學習效能。在「培養學生筆記摘

錄要點的習慣」上，學期初派發的摘錄筆記錦囊加入學生作品為範例，讓學生有具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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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另於三年級加入擬寫筆記課業逐步建立寫筆記的格式，唯學生識字量有限，學生

僅能以圈出及間出課本重點。但經過兩年的培養，高年級學生開始自發書寫筆記，記錄

課外知識，亦能嘗試運用思維技巧記錄，技巧漸趨成熟。今年試從三至六年級額外選出

兩位常識大使配合常識大使（核心成員）繼續從四個方面(嘗試記錄、記錄整齊、持續記

錄及分享心得)檢視三至六年級學生寫筆記的表現，發現學生記錄筆記的方法各有獨特

性，有些喜歡記錄在課本以便溫習，有些喜歡記錄在筆記，有些只會記錄感興趣的內

容。由常識大使與學生一同分享寫筆記的成果，能起鼓勵作用，效果良好。建議來年繼

續重點建立三年級學生摘錄筆記的習慣及格式，而其他級繼續以鼓勵方式推動自主學

習，記錄所學。 

 

在「推行科本預習文化」上，三至六年級科任已習慣著學生進行課前預習，其中較多預

覽網上影片，老師認同預習能令學生對學習更感興趣、更投入。另外，運用小組互賴學

習方式進行自擬問答及回應上，能力較高的中高年級學生很快掌握，惟學生喜歡於上課

時或學習新課題期間舉手以六何發問，從答問過程中獲取知識。部分能力較弱的學生則

需老師提問，引發興趣及引導思考。對於在小組學習卡上書寫答案回應不感興趣。 

 

在「推行電子學習」上，小四至小六學生兩次練習的平均參與率約七成，老師同意學生

開始習慣運用本校內聯網系統及出版社電子學習平台進行練習，亦同意電子學習能大大

提升學習動機，惟少部分學生家中沒有電腦，影響學習效能。建議來年可增加網上剪報

家課次數。 

 

 培養學生思維及研習能力 

 

根據去年修訂高階思維訓練架構內容，繼續發展四、五和六年級高階思維技巧。需於教

學進度內預留教節，設計教學活動，增強學生應用技巧，以提升學生思維能力。在課室

貼出高階思維技巧圖輔助。以 5D、5E、6D、6E作試點，老師指導學生自選高階思維技巧

寫筆記。 

 

在教師問卷調查中，90%四至六年級教師認同把適切的高階思維技巧融入課堂，教學活動

能發展學生思維及研習能力。學生除了在剪報課業中運用高階思維技巧分析時事外，還

能於「時事分 FUN大本營-自我挑戰」錄製聲帶時運用相關技巧分析。高年級能力較高的

學生亦能選取合適的高階思維技巧編寫筆記，例如時間線、流程圖等。今年更增加展示

機會，老師把各級佳作展於課室外膠板，以便學生之間互相觀摩。 

 

 評估促進自主學習 

 

一至六年級設計預習紙並加入自學策略選項，以便師生檢視自學情況。由於一至三年級

學生識字量所限，以及操作需時，故他們在教授整個單元後只填寫課本中的單元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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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至六年級學生於教授整個單元後填寫單元自評表，以檢視自己對學習目標的掌握

程度，並在自評表內寫上學習難點、相應答案和資料來源，讓老師於課堂上與學生再作

討論，及指導學生進行自主學習的方法。 

 

在教師問卷調查中，85%教師認同加入學生自評項目能促進自主學習。教師根據學生自評

結果可見學生普遍能按學習水平進行自我評估，惟未認真進行延伸學習，只寫上從常識

書或搜尋引擎中獲取自習知識。 

 

 培養學生堅毅精神，勇於承擔，面對挑戰 

 

方案為推行「自我挑戰獎勵計劃」，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感。參考去年活動

的經驗，由科任老師鼓勵三至六年級學生自薦分享對新聞時事的感想或相關

知識，把內容錄音，在午休時經中央廣播系統廣播。優秀的錄音將放在學校

網頁。另外進行「流動時事分 fun 大本營」，由常識大使運用平板電腦，協

助小一、小二學生進行時事分享。表現傑出的學生將給予鼓勵。  

 

75%參與「自我挑戰獎勵計劃」的學生認同活動能培養堅毅精神、勇於承擔和面對挑戰的

態度。約 85%科任老師認同參與「自我挑戰獎勵計劃」的學生的堅毅精神、勇於承擔和

面對挑戰的態度有提升。「自我挑戰獎勵計劃」饒有意義，惟中年級學生能力有限，未能

獨力完成分享稿件和錄音，故製作時間頗長。今年初次由常識大使跟小一、小二學生進

行時事分享，效果理想。因有常識大使伴讀報章，有助理解，學生十分感興趣，常簇擁

著大使。 

 

3 來年展望 

 

經過上述的成果檢討後，來年建議： 

 

1. 展出優秀的筆記讓不同年級學生翻閱，培養寫筆記習慣及互相學習的文化。 

2. 繼續訓練常識大使協助推動摘錄筆記、運用平板電腦進行流動時事分 FUN大本營。 

3. 加強預習運用 ECLASS系統，評估所學的則改用出版社 E-smart系統。 

4. 進一步推動自主性預習或延伸學習，於預習課業或延伸課業中提供選擇，提升學生自學

興趣。另於濕地探知館安排 ipad掃讀 QRCODE自學活動。 

5. 在四年級嘗試推展漂流圖書活動加強自主學習，暫定全年閱讀五本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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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藝術科工作報告 

1  本年度關注事項 

 

 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教表現 

 配合教學新趨勢，推動視藝課程發展 

 

2 本年度工作成果及檢討 

本年度視藝科的關注事項有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教表現及配合教學新趨勢，推動視

藝課程發展兩個項目。 

 

針對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教表現一項，本年度實施的項目如下： 

 

 學生能運用自學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本年度我科為加強小畫冊的運用，於小四小五全級推行視藝日記，記錄其創作發展，

提升學習效能。經問卷調查後 80%學生認同視藝日記能幫助他們記錄自己的創作發

展，提升學習效能。 

 

本年度視藝科除繼續利用學校網頁，定期展示學生不同媒界的創作，讓家長和學生一

同分享學習成果，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內推行的體藝表演或比賽外，本年度更於午休

時段開放視藝室進行「藝術基地」活動，每星期創作不同媒介的作品，為學生提供發

揮創意的機會。我科今年共開辦了四個拔尖小組，分別為低年級美術學會、國畫班、

紙糊藝術工作坊及陶藝班，又於試後活動時間開辦馬賽克掛畫及壁畫工作坊，希望從

不同的方向拓闊學生的眼光。每組的導師均就學生的程度，為學生介紹不同的創作媒

介，教授不同範疇的創作技巧，引發學生的創意。本年度繼續邀請陶瓷藝術家蕭錦嫻

女士到校任教陶藝班，為學生提供創作的機會表現自我，除基本技巧外，同時引導學

生發展創作意念，抒發自己的感受。亦邀請了本港知名的插畫家譚卓文先生到校教授

學生創作紙糊藝術，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接觸不同的創作媒介，創作一系列不同造型

的動物，讓學生表達自我，提升自我價值。 

 

在學期終的教師問卷中，此外所有科任均認同視藝科除舉辦不同的興趣班，重點發展

學生的創作意念，培訓學生參與不同的比賽外，午休於視藝室開設藝術基地，介紹不

同媒界的創作，能擴闊學生的藝術視野及提升對藝術的興趣及知識。整體而言，學生

能運用自學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發展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增強課堂的互動性，提升參與度，培養學生成為主動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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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視藝科視藝科配合主題創作進行共備，繼續於共備課後利用 PIE概念進行修訂，

提升課堂質素。經問卷調查後，所有老師認同科組發展的教學策略，能增強課堂的互動

性，提升學生參與度，培養學生成為主動學習者。 

 

培養評賞能力一直是視藝科的發展重點，為營造更好的藝術環境，本年度視藝科於課室

壁報中加入色環等藝術知識，並在藝術聯展中，按不同的創作媒介分類展示學生作品，

加強學生認識不同作品的機會，培養評賞能力。作品展除展出學生優秀的作品外，更跟

據去年的經驗改良了『我最喜愛的作品選舉』的投票方法，以一人一票的形式投選自己

最喜歡的作品，在選票上寫上欣賞的說話，鼓勵同學繼續創作。又於每班學生當中訓練

一位導賞員，在畫展進行期間向同學介紹學校不同的校園報置。一如以往，我科於該星

期與音樂科合作舉辦與藝術有關的攤位遊戲及利用平版電腦進行問答比賽，讓同學能從

遊戲中學習。在藝術聯展後的學生訪談中，所有學生都贊成在視藝課內高展示學生的學

習成果，能令他們積極參與課堂活動，加強他們評賞藝術作品的能力。 

 

此外，本年度亦嘗試利用電子教學（e-class），於小五的課程中加入與主題相關的藝術

知識 / 博物館介紹，拓闊學生的眼光。在學生訪談中，75%同學認同自己積極參與課堂

活動。在相關的訪談中，所有學生都贊成在在藝術聯展中，按不同的創作媒介分類展示

學生作品，能加強學生認識不同作品的機會，培養評賞能力。由此可見，發展多元化的

教學策略，增強課堂的互動性，提升參與度，能培養學生成為主動學習者。 

 

 評估促進自主學習 

 

為加強創作和評估的關係，本年度視藝科以小四、五全級為試點，在主題學習冊的評估

中加入簡單反思表格，進一步鼓勵學生在課堂上分享自己的創作，提升學習效能。經問

卷調查後，所有老師認同在評估中加入質性的描述能促進學生的創作效能，達到評估促

進自主學習的目標。 

 

總結而言，本年度的工作均能達到預期的標準，大部份科任認為學生的作品富有創意，

但創作技巧仍有待提升，故來年仍需努力。 

 

在配合教學新趨勢，推動視藝課程發展方面，本年度視藝科推行了以下的項目。 

 

 重組舊有課程，為新課程作好準備 

     

為配合教育局即將推出的新藝術教育課程，視藝科已於去年暑假期間重組舊有的課

程，並在 1718學年試行，今年將檢討 1718課程內容，把課程內容分為核心課程及延

伸單元，令課程更具彈性。核心課程以單元模式於同一主題下深化學生的創作過程，

加強課程內的縱向發展。為即將推行的新課程作好準備。在期未的教師問卷中，所有

的科任均認同重組舊有課程，能為新課程作好準備。 

3  來年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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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程方面，希望來年繼續利用主題學習為軸心，加強科內縱向的課程發展，在來

年的課堂中進一步增強自主學習的元素，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完善自己的作品，透

過不同的渠道展示學生學習的成果。 

為使學生能接觸不同媒介的視藝創作，視藝科將繼續績極參與社區組織舉辦的合作

伙伴計劃，提供更多元化的學習機會，讓學生拓闊眼光，加強他們對視藝的興趣。 

為推動學生的學習興趣，來年希望優化「藝術基地」活動，於午休時間開放視藝室

進行與藝術有關的活動，為學生提供一個具創意的學習情境，發揮學生的創意。而

課外活動方面，來年將繼續與藝術家合作發展學生對不同媒介創作的興趣，積極參

與具意義的藝術活動，情況許可的話，亦希望多帶學生走出校園，參加戶外參觀活

動及工作坊，拓闊學生對視覺藝術的眼光。 

評估方面，來年將於試點級別中加入更多自主學習的元素，優化反思表格加強學生

對作品的反思，培養學生反思的習慣，完善自己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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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工作報告 

 

1  本年度關注目標 

 

 1) 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教表現。 

 2) 培養學生成為有主見、有承擔、有毅力、有夢想的人。 

 

2  本年度工作成果及檢討 

   

音樂科組今年在五、六年級加入「夏威夷小結他」合奏體驗活動，更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彈奏

及合奏技巧。由於課程較緊迫，活動將在五月底至六月中才進行，預測學生參與活動後，從

「前測後測」的問卷分析應顯示: 約70%學生喜歡彈奏小結他;約60%學生樂於參與合奏活動，

並曾主動學習；此外，學生將在此次的合奏活動中，提升了與人合奏時所需的溝通及協調的

技巧，成效應頗令人滿意。科組來年將進行級本及班本多元化合奏的體驗，進一步提升學生

的表演技巧，並會安排每班選派學生在「音樂基地」進行展示，希望增強學生努力實踐目標

的動力。 

 

音樂科組今年以小三和小四為試點，在課堂中教授聖誕歌(小三及小四)和歌頌親情的歌曲

(小四)，鼓勵學生在特定節日(聖誕節或母親節)用牧童笛吹奏有關歌曲給家人欣賞，並在增

值護照中的「小小音樂廳」中作記錄。從家長問卷分析顯示：有 80%的三年級家長表示子女

和有 70%的四年級家長表示子女喜歡演奏音樂(包括吹奏牧童笛和唱歌)，表示大部分學生對

唱奏歌曲有頗大的興趣，唯部分家長在聆聽子女表演後並未在增值護照中的「小小音樂廳」

中作記錄，令部分學生在「小小音樂廳」中的記錄未能達標。科任老師建議來年將本科的「小

小音樂廳」任務從值護照中移出，直接列印貼在學生的音樂課本或笛譜內，方便學生在表演

後請家長簽名作記錄。從學生「前測後測」的問卷分析顯示：有 60%的三年級學生表示曾在

聖誕節用牧童笛吹奏有關歌曲給家人欣賞，不過只有約 30%的四年級學生曾在特定節日(聖

誕節或母親節)用牧童笛吹奏有關歌曲給家人欣賞，大部分學生表示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課業

繁忙導致練習不足，較缺乏向家長展示所學的信心和動力。為使計劃更有成效，為學生提供

更多主動學習的機會和有信心表演的動力，來年會考慮多利用課堂或「音樂基地」讓學生輪

流展示所學。此外，建議減少「小小音樂廳」中任務的次數，但加上同儕互評及自評部分，

鼓勵學生確實完成任務，並從中建立自信心和自我完善的動機。 

      

本年度音樂科共開展四種課餘藝術活動，包括：竹舞表演、百人吹奏＜龍的傳人＞、音樂觀

摩會、小結他合奏分享會等。參與者積極投入，觀眾欣賞表演時也專注，適時給予者支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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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尤其是百人吹奏＜龍的傳人＞活動今年音加上舞龍和鼓揚小組，場面更有歡樂和熱鬧

的氣氛。其中竹舞表演因場地和表演時段的安排考量，小結他合奏分享會因活動進行時已接

近考試三，兩項活動原本在「音樂基地」中的演出將改為在課堂中讓觀賞同學們表演的錄影

片段。學生參與百人吹奏＜龍的傳人＞活動後，比較「前測後測」的問卷結果:約 72%學生認

為自己在表演時表現是不錯的，約 62%學生認為從訂立目標，努力練習和背譜，自己整體吹

笛的能力在演出後有所提昇，使他們有更多的信心準確地進行吹奏，顯示其自我效能感和自

信心有所提升。此外，參加校際比賽的學生在參與「音樂觀摩會」活動後，比較「前測後測」

的問卷結果:約 75%學生認為自己的表現在數次「音樂觀摩會」後有所進步，約 85%的學生表

示如果有機會再次參加比賽，他們會希望能在「音樂觀摩會」中有更多演出的機會，顯示其

自信心在「音樂觀摩會」後有所提升。科組來年將繼續舉辦「音樂基地」活動，希望為更多

已訂立目標，努力去實踐的學生提供更多提升效能感和自信心的表演機會。 

 

 

3  來年展望 

 

科組建議來年繼續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和安排不同形式的展示，讓學生參與音樂的活動和表

演體驗，提升其主動學習和參與度。此外，科組將試點在課程中加入電子教學及多媒體創作

體驗，進一步發展其藝術興趣和潛能，提升其效能感。科主任稍後提交具體的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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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工作報告 

 

1  本年度關注目標 

 

 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教效能 

 培養學生成為有主見、有承擔、有毅力、有夢想的人 

 

2  本年度工作成果及檢討    

 

     為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教效能，本年將各級學習單元的自評活動融入原有的互評機制內，

建立一套完整的評估架構，促進自主學習。當同學完成學習後，會進行一次自評，讓學生了

解自己動作的優點及弱點，增強自我反思的能力。接著交給同學互評一次，用第三者的角度

去審視同學動作的優點及弱點，達至互相促進之效。有 87%的學生認同自評及互評活動能促

進學習(了解自己動作的優點和弱點)及反思能力。科組於本年嘗試利用智能籃球，配合應用

程式，於五年級以平板電腦進行籃球射球教學活動，結果有 84%的學生認同以資訊科技發展

學生的分析和評鑑能力。 

 

四至六級的科任利用互聯網的「eClass」系統製作網上工作紙，著學生在課餘時間自行完

成，給學生提供網上自學的機會。結果有 81%的同學在網上練習取得 12分（20分為滿分）

的成績。今年在五、六年級的網上工作紙最後加入思考題「關於學童肥胖問題」，科任反映

各班的學生在課堂上都能表達缺少運動，飲食不健康也是導致肥胖的主因。100%體育科老

師認為網上思考題能提升學生的評鑒和分析能力。 

 

為培養學生成為有承擔和堅毅的精神，科組本年安排校隊的隊長和副隊長在課前時段協助

老師完成晨跑活動，並記錄各班參與的人數，培養他們成為有承擔的運動領袖。結果有

100%體育科任滿意運動領袖的表現。今年為鼓勵四至六年級的學生利用長假期做運動，學

生在假期時做運動時數會記錄在增值護照內的「假期運動日誌」。結果只有 40%學生能利用

長假期完成中等強度的運動。詢問學生的過程得知他們在長假期不做運動的原因是沒有朋

友陪伴、家長不讓他/她外出運動、家中有其他娛樂產品等。 

 

從晨跑活動中觀察到五、六年級 BMI及體適能不達標的學生參與晨跑的次數很少，他們大

多穿著運動服當天正正遇上補課或課前輔導，為了準時到達課室，不得不放棄晨跑。而全

校參與最少兩次晨跑的班級多集中在一至三年級學生，達 75%。而四至六年級的學生參與晨

跑的意欲不強，當中參與晨跑最少兩次的學生只有 10%。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2018 至 2019 年度校務報告              
   

 

品德為本  語文為基  健康生活  豐盛人生 87 

本年有 59%的四至六年級的學生在體適能獎勵計劃達到銅章或以上的水平，雖然尚未達到成

功準則的 62%，但與去年相比較已提升超過 4%。 

 

3  來年展望 

科任可鼓勵學生在長假期多做運動，也可教導學生在家做運動的方法或技巧，達至中等強度

的運動。 

 

體育科任集思廣益，希望提升高年級學生對運動的興趣，有同事曾提出可引入新興運動（躲

避盤、地壺球），以激發學生對參與運動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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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工作報告 

1 本年度關注事項 

 

1) 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教表現 

2) 靈活設計學習内容，提升學習成效 

 

2  本年度工作成果及檢討 

 

為了達致以上目標，普通話科本年舉辦了以下幾項活動：. 

 

(1) 推行科本特色筆記：持續在四年級推行科本特色的筆記，指導學生利用形象/圖畫的

方式記憶拼音的寫法或讀音，優化筆記設計，例如利用小故事串聯拼音、以表格方式歸

納分類，整理筆記。 

 

(2) 指導四至六年級的學生完成網上學習活動，使學生能利用資訊科技自學，並利用有關工

具學習自評和互評。（學生每學年至少完成一次網上學習活動。） 

 

從抽樣學生問卷中得知，70%或以上學生認爲有關的自學策略能提升普通話的學習。拼音筆記

使學生學會利用圖像/形象記憶拼音，學生多能發揮創意，創作屬於自己的筆記，達到自主學

習的目的。此外，學生基本能掌握利用平板電腦進行課堂活動的模式，同學之間的互評，能提

升學生參與聽説活動的機會，學生更投入課堂。 

 

(3) 去年已在五、六年級推行增潤課，教授與本科有關的語言知識或中國文化知識，本學年

將在課程設計中加入研習元素，加強學生對課題的認識。 

 

本學年推行了以下的增潤課程：五年級：多音字和稱謂語；六年級：委婉語和相聲。並在五

年級的「多音字」和六年級的「相聲」中加入研習元素。從問卷中得知，70%或以上老師認

爲有關課程能提高學生對普通話的語言知識以及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學生亦能掌握研習題目

的要求，成效不錯，值得繼續推行。 

 

3 來年展望 

本年度展開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提升學生對普通話的學習成效。展望來年，繼續結

合新課程綱要的原則和重點，重新檢視並制定聽説讀寫不同範疇的重點，發展更多切合校

本的課程內容，並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提升學教表現。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2018 至 2019 年度校務報告              
              

              

               
品德為本  語文為基  健康生活  豐盛人生                                                 

  

89 

電腦科工作報告 

1 本年度關注事項 

 

 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教表現 

 

2 本年度工作成果及檢討 

為配合學校關注事項一，本科定下三個發展目標及相應策略，以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 

教表現。 

 

 學生能運用自學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三至六年級學生利用電子學習平台，在課堂以外自行上網學習，並完成老師設定的網上

練習。根據網上練習紀錄，約有 52%學生課堂以外時段自行完成網上評估練習，數量較

去年有所提升，但是與目標(65%)仍有一定距離。部分學生仍未習慣在家中完成練習。 

 

本年度三至六年級教師在共同備課教節，利用錄製屏幕畫面軟件(如 XCLASS , Snagit)，

製作教學短片，讓學生在課堂前進行預習及課餘時上網學習，88%教師認同製作教學短

片讓學生自學，提升學習效能。展望來年會延續此一安排，製作更多教學影片讓學生進

行課前預習及課後自學。 

 

 培養學生思維及研習能力  

為培養學生思維及研習能力，本科在三年級重新編訂的電腦課程內，加入編程課程 

(Scratch Jr)，並利用午休時段，安排學生在電腦室內利用平板電腦進行編程活動。 

根據教師問卷結果，有 88%教師認同加入編程課題能培養學生思維能力。四年級學生在 

上學期學習簡報製作(PowerPoint)後，在常識課內以「地球的災害」為主題製作簡報， 

   學生能夠應用所學的電腦知識進行常識科研習。六年級上學期配合常識科進行跨學科 

   STEM活動，以「中國古代建築科技」作為主題，學生利用 MovieMaker製作古代建築的 

   影片。由於後期常識科的主題有所變動，學生製作的影片最終安排於中華日使用。 

 

本科與校外機構合作，在上學期舉辦了 mBot機械人課程，目的是訓練學生運用計算思

維，思考和解決問題。通過編寫程式的學習，運用 mBot內建的各種感應器，學生控制

mBot機械人自動行走，並在前進時避開障礙物，或跟隨地上的線道行走。下學期由本校

老師指導，學生運用 Sphero機械人，學習高階的機械人編程技巧。此外，同學在本年度

也參加了不同的校外比賽活動，例如 mBot機械人循線及避障比賽等、VexIQ機械人比賽。

透過比賽活動，讓學生認識不同的解難方法，加強邏輯思考訓練。根據學生問卷結果，

有 90%參與活動學生認同活動能提升探究能力。展望下學年，本科會繼續舉辦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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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潛質的學生加強培訓，並鼓勵學生積極參與不同類型的比賽活動。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為培訓教師最新的資訊科技知識，本科於下學期五月舉辦 Appinventor程式編寫工作

坊。透過工作坊，教師學習利用軟件製作簡單流動應用程式。根據教師問卷結果，參與

工作坊的教師認同工作坊能提升個人的資訊科技知識。  

 

 

 

3 來年展望 

 

展望來年，本科會繼續為學生舉辦不同的校內活動，也會鼓勵及安排有能力的學生參加

校外比賽或工作坊，讓學生擴闊學習視野。此外，本科會為教師舉辦各類工作坊，支援

電腦科新課程，並鼓勵教師參與校外資訊科技培訓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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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組工作報告 

 

1  本年度關注事項 

1) 推動家教會發展，透過家校合作，提升家長對學校的歸屬感 

2) 優化行政管理 

 

2  本年工作的成果及檢討 

在「推動家教會發展，透過家校合作，提升家長對學校的歸屬感」關注事項下，訂立了以下

目標： 

 

動員更多家長協助推展學校工作 

 

家教會致力在家校溝通合作方面，跟家長保持足夠溝通，引領家長認識學校、關心學校，協

助學校發展。今年的目標是動員更多家長協助推展學校工作，因此在學期初已訂下了招收家

長義工策略，包括： 

 

 製作招募義工宣傳單張，於七月小一家長會、九月家長座談會及其他家長聚會內派發，加強

招募義工家長，壯大家長義工團隊。 

 定每學期更換校外家教會壁報內容，以宣傳義工的熱心服務為主。 

 

另外，擴大義工服務範疇，包括： 

 為幼稚園聯絡預防流感注射服務，並在上學期家長日安排流感注射，服務本區幼稚園家長。 

 為本區 3所幼稚園舉辦攤位活動。 

 聯繫本區社福機構，至少進行一項義工服務，例如賣旗、探訪老人家等。 

 招募家長協助學校制服團體，成為小女童軍及幼童軍的領袖助理。 

 與普通話科合作，探討於限定期間內由家長擔任普通話大使。 

 邀請對拔尖活動有認識或有興趣之義工家長，協助活動訓練或比賽的帶隊。 

 

校內增設多個宣傳點，透過校內海報、通告、學校網頁等途徑，廣泛宣傳義工的服務。今年

家長義工協助了不同類型的學校活動，除了九月份已開始的協助小一生適應安排外，亦會有

與輔導姑娘合作，為加強學生自我管理的意識，逢星期二協助抽查書包。除此之外，全年協

助了多個學科活動：數學攤位、小六面試、故事姨姨活動、運動會裁判工作、聖誕節禮物處

理、性教育活動、和諧快線 HARMONY EXPRESS 情緒教育流動服務攤位服務等等。義工家長

都是重要的支援，間接亦幫助了學生們能有更多參與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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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邀請了拔尖活動參與同學家長協助拔尖活動，幫助了負責老師，減輕了工作量，例如

羽毛球校隊，舞蹈組，英語話劇等。有了義工家長的支援，活動進行得更為順暢，亦可讓負

責老師投入更多時間設計訓練課程，而且義工家長的參與，讓他們對活動有更深入的認識，

從而加強了學生對於活動參與的意願，相得益彰。但原先計劃組織的童軍領袖及普通話家長

大使，因尚未物色到合適的家長，暫時未能推行，但仍然會努力，期望日後能夠有合適家長

可協助，從而發展成更大的支援團隊。 

 

對於幼稚園的支援，今年有舉辦流感疫苗注射，但由於政府政策的改變，全校學生能於上課

日進行注射，因而為家長及區內幼稚園安排的星期六注射日只有一天，因此，未能顧及幼稚

園同學注射第二針的需求，幼稚園同學家長需要自行籌措到醫務所接受第二針注射，實在不

太方便，下年度可再行考慮是否增加注射日數或為幼稚園聯絡相關機構到校注射。此外，今

年未有收到幼稚園邀請參與安排攤位遊戲，所以未有為幼稚園舉行攤位。來年適逢學校於九

月初舉行揭幕典禮，將與學校合辦舉行親子嘉年華，並邀請區內幼稚園生參與。 

 

除此之外，在嘉許家長的貢獻，維繫義工持久的工作熱誠，鼓勵義工積極參與服務社群，經

執委會研討後制訂了「家長義工獎勵計劃」，獎勵模式按義工每年累積的服務時數為標準，設

金、銀、銅章，另外全部義工家長均有感謝狀，並於會員大會上作公開表揚，今年度義工服

務時數獎由家教會執委「謝彩霞」女士獲得，合共服務時數 58小時。服務時數較往年為少，

主要是有些活躍家長到校服務時忘記拍卡記錄，現在獲得銀章之義工家長合共 2位；銅章有

9位，優良獎狀 12位。 

 

總結今年度登記成為義工家長有 87位，人數較去年增加 6位，但與定下目標的 90位尚欠 13

人，小一家長有 25人，佔義工家長的 29%，與去年相若。 

 

加強家長教育，讓家校有相同的教育理念 

 

計劃與輔導組合辦一個與「自主學習」或「自我管理」相關主題的家長講座，另與資訊科技

組合辦工作坊，讓家長能夠掌握培育子女自學的技巧及工具。 

 

在這目標下，訂立舉辦「自主學習」或「自我管理」相關主題的家長講座/工作坊，讓家長

能夠掌握教育子女的技巧的方案。但今年度輔導組只有一個在九月份內為小一家長開辦的

家長教育─如何協助「子女提昇學習能力」家長講座。 

 

為了讓家長更了解學校運作，學生學習情況，利用電子科技是一有效途徑，故此，在上、下

學期分別與本校資訊科技組合辦「家長內聯網工作坊」及「iPortfolio電子學習檔案親子工

作坊」，每班約有 30人參與，並多以小一家長為主，與預期成果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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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家教會接班人，令家教會持續發展 

 

今年度計劃： 

 

 參與由校小舉辦之聯校家教會活動，讓屬校對新一屆執委會有進一步的認識，提升認受性，

亦加強家長們的歸屬感。 

 維繫執委會現有班底，為下一屆執委會選舉作準備。 

 聯絡低年級家長作活動協助，並且培訓有潛質協助會務推展之家長作義工統籌，並且游說

加入下屆執委會。 

 來年籌備屬會辦學 30周年，家教會下學期會議內加入討論家教會配合之慶祝活動。 

 

家教會義工團隊是家教會的強力後盾，所以加強聯繫至為重要，所以每年的聖誕聯歡聚會撥

款逐年增加，令義工們聚首一堂，歡渡一個下午，亦邀請行政組及家教會教師執委參與，校

長亦到場打氣，有一定的激勵作用。此外，印製義工招收單張有一定效果，印刷精美，簡單

易填，家長隨時可填報參加。現今資訊發達亦協助了家長們的維繫，主席以電子訊息發佈即

可召集義工家長，省時便捷，亦加強了維繫。透過電子通訊方式，主席與學校的聯繫更緊

密，隨時隨地都可保持聯絡，增加溝通，更快及更準確地將學校消息通知家長代表。 

 

本年度的聯校家長教師會活動由校友會小學負責，舉行親子一日遊，活動地點是沙頭角塘肚

村禾田喜山種植園，由於很接近我會舉行親子一日遊的日子，原以為參與家長人數不多，但

經執委呼籲，主席帶領下，當天有接近 60多人參加，超出預期。可見家長們對會方支持，亦

可見執委家長們齊心為會務發展盡力。 

 

於報告撰寫前，剛轉換新一屆執行委員會，第九屆執委會於七月順利經選舉組成。由於主席

兒子尚有兩年在校，所以游說主席連任，最終順利以 114票，高票當選。已經有一屆的經

驗，主席對會務及學校行政都非常熟悉，能有效連繫家長與學校。新任副主席是二年級學生

家長，很有潛質帶領家教會作長遠發展；本屆內曾有執委意見不合，難於合作，新一屆組閣

時由主席物色人選，組成團隊，減少新舊交替時產生的磨合問題，並得到家長及老師認同

下，期望家教會能更能發揮其職能。新學期開始，學校將舉行盛大的揭幕典禮及親子嘉年

華，正好是考驗團隊發揮合作精神的機會，同日將舉行家教會新一屆執委就職典禮，為新一

屆執委會立下好的開始。 

 

由於元中校友會對於慶祝辦學 30周年的舉行日期推遲至 2019-2020年度進行，故此，於新一

屆家教會的行事計劃將會配合屬會慶祝活動。預計 2020年一月將舉行步行籌款及盆菜宴，家

教會將全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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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家校合作的成果，從 16-17、17-18 及 18-19 年度的全校家長問卷調查中，「我樂意讓子女

在本校就讀」，表示同意及非常同意的家長分別有 92.6%、92.2%及 92.6%，去年輕微下跌，

今年已回升至前年水平，三年平均都在九成二，足以反映學校獲得家長信任的程度。 

 

此外，從家長同意「學校與家長之間的關係良好」三個年度的全校家長問卷調查中，分別有

87.1%、87.7%及 87.5%，三年間數據差異不大，維持在八成七家長同意家校間之良好關係。 

 

若果家教會能夠發揮效能，有助增進家校關係，家長對學校信任度亦會較高，從全校家長問

卷調查結果中，家長在「家長教師會能夠發揮促進家校合作的功能」表示意見，在回應家長

中，接近八成家長表示同意及非常同意。 

 

至於持份者問卷調查中，「家長教師會能促進家長與學校的溝通」三年平均數為 3.8、3.8、

3.7；家教會發揮溝通角色似乎稍遜於前兩年，可能是由於家教會內部曾發生意見不合事件，

影響家教會形象，但「我與學校關係良好」三年平均數均為 3.9，家長與學校仍保持良好關

係。 

 

至於校務組另一個關注事項─「優化行政管理」，訂下了以下兩個目標： 

 

提高工作問責性 

 

在此目標下，定下了「檢討今年實施情況，完善考績制度」。去年已經優化的考績制度，包括

在考績報表內加入老師的自評部份；職工缺勤情況，以每月報表形式顯示，對於情況嚴重的

教職員均有即時的提點，收預期效果；另外，優化報表資料整合方式，更是提升工作效率。

然而，來年全面推行教師學位化後，以往沿用的考績小組評核 CM 級老師的制度將需重新制

訂，此外，檢討現行的教學表現評鑑，未來的三年發展計劃，將有更多的教學觀摩機會，應

能更客觀地給予教師們更積極的回饋。 

 

另外，在職員「處理投訴」技巧提升方面，原訂計劃「安排前線職員參與工作坊，藉以提升

處理投巧。」鑑於今年度未能選上合適的工作坊以安排前線職員參與，來年將會繼續跟進。 

 

提高工作效率 

 

善用資訊科技，省減資源，改善溝通，提高工作效率是大勢所趨，為此訂下了以下工作方案： 

 以一年級作試點，試行手機請假及簽閱通告。 

 於兩組活動組別內試行同學活動出席考勤，並以 e-class記錄並傳回家長手機。     

 

準小一家長簡介會時已經向家長講解 E-class 家長手機 app 功能，亦有提到能夠接收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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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請假功能，但安裝手機 app牽涉到年費繳付問題，所以校方不能夠強迫每位家長均安裝手

機 app的通訊軟件，所以在全面推行上存在問題，紙本及電子通告並用又牽涉到人手工作量

的增加，有違提高工作效率的目標，所以小一全面推展電子通告仍是暫緩執行，加上市面上

現出現多間新公司，主打在付費系統，若果能夠引入學校，並結合其他行政介面，對家長及

學校來說都是更為方便。所以期望能夠多參考其他新開發公司的介紹再作最後定案。 

 

至於試用了活動組別出席考勤系統，能夠更方便的記錄學生出席活動狀況，更可以輕易為學

生製作活動 portfolio，對於將會推出的「全方位活動津貼」的要求應可以減輕一些行政工

作負擔，將會探討其他可善用的功能，並會推展至其他活動組別。 

 

3 來年展望 

 

在推動家教會會務發展上，仍然以維繫家長參與家教會活動及協助學生學習活動為主，另外，

來年開始籌備元中校友會辦學30周年記念，家教會將會積極配合，鼓動全校家長參與慶祝活

動，提升家長對學校的歸屬感。另外，需要展開新一屆的家長校董選舉，期望家教會執委能夠

當選，加強家長教師會與法團校董會的連繫。 

 

擴大義工團隊，將更多家長納入義工服務，維繫家長們的友好關係，並同為學生學習努力，這

一直是家教會的重要工作。義工組服務範圍仍會以多元化為目標，增加不同的服務類型，例如

學科推廣，甚或是制服團體領袖等，從而提高家長的參與度。此外，學校推廣健康生活，學生

參與體藝活動，若果有家長一同參與，學生參與度及投入度亦會提升，而且家長亦可以以身作

則，同時宣揚健康生活，並有更緊密的親子關係。 

 

校務組改善學校行政方面，誠如上文所列，教師全面學位化後考績制度將需重新檢視，考績突

顯教師的工作及個人表現，需要讓教職員得到積極的回饋，並從多方面平衡結果，準確及客觀

地考核，拔擢優秀人才，亦為續效不佳人員予以輔導及協助，期望能夠有所改善，最終可以為

實現學校教育目標而作出貢獻。至於提高工作效率上，仍會以善用資訊科技節省資源為主，尋

求解決花費最少人力而處理日常的雜務工作，例如收費、活動點名、處理數據等，將人力資源

盡量投放在協助學生成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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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組工作報告 
 

 

1 本年度關注事項 
 

 
 

完善學校環境及設備，建構健康校園 

 

2 本年度工作成果及檢討 

 

 

在改善教師工作間設備方面，2018年 9月因受颱風影響，七樓電腦區及陽台遭受嚴重破壞，

校舍多處地方亦出現破損，需要立即進行維修工作。本學年為了讓教師有一個舒適的工作間，

分別更換七樓教員室、電腦區、會客室及 607室的空調，另外亦更換了教員室內的碎紙機和

過膠機。校舍已使用多年，部份設施出現老化，本學年先後更換了五至七樓的方燈，亦更換

了四樓禮堂的投影機。根據 2018至 2019年度教師問卷調查結果，超過百分之九十二的教師

認同學校為教師提供一個舒適的工作環境。 

 

在綠化校舍方面，因受颱風影響，多棵樹木遭吹塌，需要購置電鋸由本校員工處理倒塌的樹

木，此外學校亦會由本校員工定期修剪樹木枝葉，清潔溝渠及噴灑蚊油，減少蚊蟲滋生。今

年在四樓、五樓及六樓的走廊欄杆上加設花架，擺設盆栽，讓校舍更加美觀。根據 2018 至

2019年度全校家長問卷調查結果，超過百分之九十一的家長認同本校重視校園綠化，另外根

據 2018至 2019年度教師問卷調查結果，超過百分之九十六的教師認同學校為學生提供一個

整潔、衛生的學習環境。 

 

在預防流感方面，學校在 26/10/2018及 8/12/2018為學生進行流感疫苗接種服務，接種人

數約 440人，比較 2018年流感高峰期(2018年 1月至 3月)及 2019年流感高峰期(2019年 1

月至 3月)學校的出席率，2018年流感高峰期的缺席學生人數有 1039人次，2019年流感高

峰期的缺席學生人數下降至 942人次，本學年流感高峰期間的缺席學生人數明顯減少。根

據 2018至 2019年度全校家長問卷調查結果，86.4%家長認同學校提供足夠健康資訊，讓學

生或家長更注重個人健康，另外根據 2018至 2019年度教師問卷調查結果，超過百分之九

十三的教師認同學校為師生安排流感注射能減低師生患上流感的機會。 

 

3 來年展望 

 

 

根據 2018至 2019年度「全校家長問卷調查」的調查結果顯示，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家長認同

學校讓學生在美好的校園學習，並樂意讓子女在本校就讀。展望來年，本校繼續為各學童提

供一個潔淨衛生的學習環境。 

在節能方面，學校參加由機電工程署舉辦的「採電學社」，在校舍天台安裝太陽能發電設備，

預計來年將會展開安裝工程。明年學校參加由衛生署舉辦的「健康促進學校計劃」，期望學童

能夠健康快樂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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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組（資訊科技發展組）工作報告 

 

1 本年度關注事項 

 

 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教表現。 

 

2  本年度工作成果及檢討 

 

 根據本年度關注事項，本組訂下了 1. 能夠發展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增強課堂的互動性，

提升參與度，培養學生成為主動學習者，以及 2.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為發展目標。於本學年

共實施了 3項工作方案以達成本年度目標，現檢討如下： 

 

1. 能夠發展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增強課堂的互動性，提升參與度，培養學生成為主動學習

者：本學年，本校延續推行「電子學習學校支援（Wifi 900）計劃」。自 16-17學年起，分

階段在校園和各個課室添置相關設備。在本學年，連同二年級、三年級及六年級課室，全

校課室、電腦室、語言室、禮堂和三間英文室均已設置 Apple TV。此外，本校亦陸續添

置 iPad至 120部，可供一級學生同時使用，促進各科推行電子學習。（Wifi 900）計劃自

16-17學年起推行，以四年級數學科作為切入點，本年已推展至六年級數學科。可喜的是，

全校超過 90%老師表示於本學年曾使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教學，可見添置相關設備實有

利於各級各科在電子教學上的推展。根據教師問卷調查所得，超過九成曾利用平板電腦

進行電子教學的老師認同學校採取有關措施能利便老師發展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增強課

堂的互動性及提升參與度。另一方面，本組已為全校師生申請並開設「Office 365」線上

教育版戶口，方便師生利用「Office 365」內的相關軟件如Word、Excel、Powerpoint等進

行電子教學。根據問卷調查所得，超過 90%老師認同學校開設有關教育版戶口能利便老

師發展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增強課堂的互動性及提升參與度。 

此外，本組亦於年內舉辦「iPortfolio初小親子工作坊」，藉着家長協助學生製作檔案，培

養初小學生自我評價的態度。根據在工作坊內發放的問卷調查所得，超過九成參與工作

坊的家長均認同透過協助子女使用 iPortfolio能幫助學生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2.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本組於上學期已為全校教師提供有關自主學習策略的專業培訓。在

11 月中，邀請了教育局借調老師到校為全校教師提供「Office 365 學與教的應用」工作

坊，講授內容包括 OneDrive、Sway、QR Code於學與教的應用，還提供了幾個應用於語

文科和數學科的教學例子。根據問卷調查所得，超過 90%老師認同有關培訓能加強他們

發展多元化教學策略的能力，提升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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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來展望 

隨著電子教學於學與教逐漸普及化，教師亦需與時並進，汲取相關的專業知識以應付變

化急促的教學新趨勢。展望未來，本組將繼續配合校本電子學習的發展策略，除了提升全校

相關的電子學習配套外，還會繼續為教師舉行專業培訓，持續實現和配合未來將要訂下的各

項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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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推廣組工作報告  
 

1 本年度關注事項 

 提升學校的知名度 

 豐富學生的生活經驗，擴闊學生的眼界 

 

2 本年度工作成果及檢討 

本學年學校推廣組共有兩個發展目標，分別是「與區內各教育機構保持良好的合作伙伴關

係」和「學生能夠有多元的學習經歷」。 

 

首先在「與區內各教育機構保持良好的合作伙伴關係」方面，本組與學術組及活動組在 2019

年 5月 18日合辦「英業智趣樂滿 FUN 2019」活動，招待區內幼稚園的學生及家長到校參與

學習活動及參觀，人數達 200 多人，根據參觀家長問卷調查的結果，95.8%家長滿意「英業

智趣樂滿 FUN 2019」。；學校亦舉辦多次體驗活動，讓區內幼稚園的學生到本校體驗小學生

活，分別在 2018年 9 月及 2019年 6月舉行；學校除了舉辦活動外，亦積極參與由外間機構

舉辦的活動，提升學校的知名度，在 2019年 3月 17日參加由佳竇幼稚園舉辦的《傳承「愛」

暨教育展覽》攤位遊戲。本學年學校繼續與濕地公園合作，推行「濕地小導遊」計劃，安排

20 名小四至小六學生到濕地公園進行 22 小時的訓練和當值，方可獲得證書，藉此加強學校

與濕地公園的伙伴關係及擴闊學生的眼界，濕地小導遊還協助本校一年級學生到濕地公園的

參觀活動。本學年學校積極參與由區內中、小學舉辦的音樂活動，例如手鈴、合唱團、鼓揚……

並曾獲音樂事務處《漫遊音樂世界-學校聯演》優良表演獎。學校與深圳玉律小學及韶關市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新聯小學結成姐妹學校，與國內學校建立合作關係，學校與深圳玉律小

學一起參加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與香港學習活動促進會聯合主辦的「2018 年姊妹學校中

國歷史及 STEM 問答比賽」，2019 年 3 月 1 日本校教師及學生到訪深圳玉律小學進行學術交

流活動，而韶關市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新聯小學師生則在 5月 27日到訪本校。 

 

至於在「學生能夠有多元的學習經歷」方面，學校除了安排一般的校外學習活動外，為了

豐富學生的多元學習經歷，學校亦舉辦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例如小小辯論家、MOBOT 機

械人、雕塑創作—紙糊藝術、國畫班......讓學生體驗課程以外的學習經歷。除了境內活

動外，學校亦安排不同的境外活動，40名小五學生在 2019年 3月 28日至 3月 30日參加由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舉辦的「同根同心---上海歷史及科技探索之旅」之旅，認識上海的歷

史、科技發展、文化和古今中外的建築，了解上海的變遷；2019年 1月份，20位小六學生

參加新加坡學習之旅； 2019年 6月 25日至 28日，20位小五學生參加在廣州黃埔軍校舉

行的新界西小學聯校精英領袖訓練計劃。在全校家長問卷調查的結果中得知，91.6%家長同

意學校鼓勵學生參加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及提升學生的多元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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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來年展望 

為了提升學校的知名度，學校將會繼續積極參加由各地區組織舉辦的活動以及協辦一些校本   

活動；在擴闊學生眼界方面，來年將繼續在中、高年級安排境外參觀及與姐妹學校進行學生

互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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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組工作報告 

 

 

1.本年度關注目標 

 培養學生成為有主見、有承擔、有毅力、有夢想的人。 

 

 

2.本年度工作成果及檢討 

在全校家長問卷中，超過 94%家長非常同意及同意子女積極參與學校各類活動，例如旅行、

運動日、聖誕聯歡會、多元智能活動或拔尖小組等。超過 91%家長表示非常同意及同意子女從

參與學校活動中提升了責任感。由此可見，家長十分認同子女的自我效能感從參與活動中得到

提升。本年度，學生參加所有拔尖活動或多元智能課，需要「用心計劃、盡力實踐、認真評估」

(PIE策略)；而學校就透過「英業兵團」計劃，在「小領袖嘉許禮」共頒發 47枚英業星章和 12

枚金星章來嘉許具領導才能的組長或隊長，讚揚他們積極服務，樂於承擔。此外，校方製作了

第二集《英業聊天室》節目，當中記錄數位學生在不同的公開體育比賽中事前訓練及獲獎片段，

於成果展作全校分享，藉此激勵所有學生去成為有毅力、有夢想的人。 

  

3.來年展望 

持續更新並整理校網上的活動展示；希望爭取資源進一步成立「校園電視台」，讓學生取得

各方面的進步或成就而獲得公開表揚，提升自我光榮感；亦會在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五的午膳，

設立「活動消息」的廣播環節，適時宣佈不同校隊的參賽名單及獲獎消息，增強大家對學校的歸

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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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工作報告 

 

1 本年度關注事項 

 

 培養學生成為有主見、有承擔、有毅力、有夢想的人 

 
 

2 本年度工作成果及檢討 

為配合本年度學校關注目標，訓育組向著以下項目發展： 

培養學生堅毅精神，勇於承擔，面對挑戰  

 

 

本年度的「自我挑戰獎勵計劃」，分上、下學期進行，目的是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於班內壁佈

板貼上同學想達標之學科成績目標，包括考試、測驗或默書等。學期完結前統計達標人數。由班

主任表揚達標的同學及鼓勵未達標之同學。於教師問卷調查中，92%老師認為「自我挑戰獎勵計

劃」成效良好，能推動學生在學業方面的發展。 

 

校本輔導活動「自理功課我至叻」班際獎勵計劃，目的是培養學生積極學習的態度，改善欠功課

情況。以中央咪向學生宣傳自理功課的好處和態度，再由班主任向學生講解「自理功課我至叻」

的比賽細則。同學們於每天課前由班主任分派同學進行欠功課紀錄，然後將每月紀錄交教學助理

統計，得獎班別於雙周會中頒發嘉許狀。 

期望能利用活動改善學生的自理能力，養成每天做功課及溫習的習慣。於教師問卷中有 86%的老

師認為學生在自理功課方面有進步。 

 

訓育組藉著風紀訓練活動，培育學生的領導才能，同時亦能於日常校內生活中進行實踐。除了監

察其他學生的行為外，亦是其他同學的典範。本年的風紀訓練在 6-10-2018於荃灣曹公潭户外康

樂中心進行，學生於活動中表現出色，參與時亦十分投入。本年度之風紀表現良好，風紀經常遲

到當值的情況雖然比去年少，但出現風紀違規情況，已遭訓育組處分及撤職，全年共有有四位風

紀因未能達到要求的而遭撤換。 

 

學生校內行為方面，除了各班主任訓示外，校方亦會於早上時段及時指正及輔導，由全體老師、

訓育組、輔導組及學校社工負責執行。根據學生違規紀錄，本年度之學生行為偏差表現與上年相

約，大約佔全體學生 3%，雖然學生違規數字屬近年偏低，但來年仍需繼續安排有關的德育講座及

措施，預防違規行為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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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來展望 

 

得到政府的撥款，將於本年暑假期間進行新班格改善工程。期望新學年能順利完成，讓全體學生

於地面進行小息，加強集隊訓練。為配合學校未來三年發展計劃，訓育組於來年將會推行一些有

關自理或自學的計劃，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培養學生勇於承擔及堅毅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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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工作報告 

 

1  本年度關注事項 

 

培養學生成為有主見、有承擔、有毅力、有夢想的人。 

 

2  本年度成果及檢討 

 

本學年輔導組以「熱愛生命 樂滿校園」為主題，透過各個工作計劃培養學生自我管理

能力，養成自律、自主、自省精神。 

 

本組利用成長大課，組織班級經營活動，就「熱愛生命 樂滿校園」為主題加入校本成長

教育課，並配合周會作全校性的活動，本年度舉行活動為：「每月班之星(整齊、自律、衛生、

執拾、愛環境)」班際比賽，讓同學建立良好常規和習慣活動。而「檢查書包大行動」檢查活

動亦作出優化，不但課前時段設置「檢查書包大行動」檢查站及派發欣賞卡，以鼓勵學生學習

有效自我管理能力，亦與班主任合作，推薦有需要學生到檢查站檢查或覆檢書包。此外，亦配

合「更生服務計劃」，讓有需要提升自我管理能力的學生到檢查站服務，體現助人自助的精神。

而「自覺學習獎勵計劃」於推展至全年午休時段進行，利用研習室鼓勵同學自覺學習，反應未

如理想，學生午休活多彩多姿，他們多選擇其他體藝、圖書館、電腦室、或遊玩等活動為主。

為提升學生「正面思維」，促進學生解決困難、管理情緒等的能力，本組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

金之「好心情@學校」計劃，以園藝治療為基礎，向學生、家長及教師推廣心理健康；各項工

作均順利完成，反應理想。 

 

各項工作順利完成，跟據「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內「努力」中有亦有正增值，較去年增

加了 0.12，增至與全港水平，而「負面情感」 則正增值 0.03。教師方面，「同理心」教師減

壓講座，100%教師認為活動能讓我明白同理心的重要，98.1%教師認為活動增加我對學生的了

解及認為活動能夠讓我心情感到輕鬆；「預防欺凌」的教師講座中，92.1%教師非常同意或同意

有關講座內容清晰，切合主題和讓我能夠分辨欺凌，可見有關講座能對教師有幫助。此外，於

本年度「全校家長問卷調查」中，86.6%家長同意「學校透過不同的講座及活動，能夠培養學

生正確的價值觀和自我管理的能力」。由於加強學生自我管理能力對學習非常重要，建議來年

繼續發展是項工作，本組將再修改有關成長課內容，並再配合新修訂的周會活動，再推展相

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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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來展望 

 

「守護天使」學長訓練為預防及發展性輔導服務，不單為小一新生提供較全面的支援，而

對於中、高年級學生學習承擔和關愛有一定程度的幫助，反應一向良好，來年將考慮配合學

科適應，讓「守護天使」協助小一生適應學科支援；而「英業天使」社區服務計效果良好，建

議來年與相關機構合作，增加社區服務機會，讓同學發揮助人自助的精神。 

 

此外，本年度由優質教育基金贊肋之「好心情@學校」計劃，以園藝治療為基礎，向學生、

家長及教師推廣心理健康，反應理想，「正面思維」，能促進學生解決困難、管理情緒等的能

力，建議來年以校本形式的周會活動、學生講座、輔導小組及成長教育課內，推展相關工作，

以推廣校園內的正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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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支援組工作報告 

1 本年度關注事項 

1.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教表現。 

2.培養學生成為有主見、有承擔、有毅力、有夢想的人。 

 

2 本年度工作成果及檢討 

 

  今年度於增值班中繼續提供圖書、字典等參考材料，讓學生能自主學習，而且讓增值班

導師教授同學使用及使用策略，學生問卷調查中，82%學生同意「增值班導師教授我們使用

字典、參考圖書等資源的方法和策略，這些方法提升我的學習效能」。此外，試後增值班亦

加設活動日，試後安排棋藝和手工等活動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均衡身心發展。 

    

本校透過教育局撥款及社區機構資助舉辦各項不同課外活動及拔尖活動，如樹屋田莊日

營、大埔生活書院、麵包廠參觀自製麵包體驗活動等，以提升學生自信，擴闊學生的學習經

驗，效果良好。亦為新來港學童開始英文輔導班，適應課程及功課輔導班，令學童融入本校

學習環境之中。根據全校家長問卷調查有 91.6%家長認同學校鼓勵學生參加不同類型的課外

活動能提升學生的多元學習經歷。 

 

學習支援組繼續推展學童支援計劃、一人一職計劃及在校園四周貼上鼓勵標語，讓師生

之間及學生之間互相讚賞及鼓勵克服困難。此外，透過學生講座進行生命教育講座和體驗活

動，由「生命勇士」分享面對困難方法，激勵別學生積極面對人生，於情意及社交問卷調查

中，「承擔」和「堅毅」的表現增值至高於全港水平，來年將繼續發展。 

 

3   未來展望 

來年將透過在學童支援計劃、一人一職計劃及推展校本及區支援計劃，以培養學生成為

有主見、有承擔、有毅力、有夢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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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組工作報告 

1  本年度發展目標 

 

 學生能運用自學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能夠發展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增強課堂的互動性，提升參與度，培養學生成為主動學習

者 

 培養學生思維及研習能力 

 評估促進自主學習 

 發展具區本特色的校本課程 

 

2 本年度工作成果及檢討 

 

 學生能運用自學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本年度中文、英文、數學和常識科持續優化各級預習策略，並加強電子學習元素，透過教

授學生不同的自學策略，例如利用查字典、上網搜尋資料、閱讀延伸學習材料、透過二維

碼觀看預習短片、利用概念圖整理學習資料等方法進行預習。93%以上學生表示曾經運用

老師教授的策略進行自學，反映學生已初步掌握不同的自學策略。此外，老師亦鼓勵四至

六年級學生在課堂上摘錄筆記，以整理自己所學，並要求學生在完成一學習單元後寫出學

習所得，以培養學生自我檢視的習慣。惟大部份學生都只在老師指示下才會在課堂上抄錄

重點，由於此為學習習慣，需時培養及訓練，故來年要在低年級開始部署訓練。 

      

       圖書館舉辦了「自主學習簡筆畫」和「自主學習名人運動家小故事」活動，期望透過有趣

的學習主題，鼓勵學生自行找材料進行學習。99%以上曾參與本活動的學生均認同活動能

鼓勵他們利用不同途徑進行自學，惟參與活動的學生人數只佔整體學生的六成左右，來年

設計活動時可多考慮學生的興趣及推廣方法。由於本年度用了$40,000 購買課室圖書，所

以擱置了購買電子圖書計劃，本計劃將推遲至下年度進行。而優化閱讀計劃方面，由於一、

二年級為親子合作，所以成效理想，但高年級學生需個別進行學習，只有少數人考取金章。

在頒獎典禮頒發閱讀獎勵計劃獎狀，讓得獎學生有榮譽感，亦能激勵其他同學，如可邀請

家長出席典禮，效果更佳。 

        

 能夠發展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增強課堂的互動性，提升參與度，培養學生成為主動學習

者 

 

本年度持續加強推行電子學習，各科均利用平板電腦進行互動教學，以增強課堂的互動

性，提升學生參與度。約九成學生表示自己喜愛並積極參與利用平板電腦進行的課堂活

動。數學科老師嘗試利用「課堂練習系統」在課堂上即時測試學生對課堂內容的掌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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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同時讓學生可即時得到回饋。約 80%曾參與活動的學生認同即時回饋有助其掌握自

己的學習情況。 

 

在優化廣泛閱讀計劃方面，由於導修課時間有限，借還廣泛圖書已佔用大部份時間，所

以未能安排圖書分享活動，因此，本計劃將推遲至下年度進行。 

 

 

 培養學生思維及研習能力 

 

本年度圖書課重新整理閱讀策略訓練課程，讓學生增強閱讀理解能力，熟習運用閱讀策

略和強化閱讀技巧。而數學科則修訂思維訓練課程，在二至四年級教授方塊模型思維工

具，以培養學生有系統地思考的習慣。 

 

為配合 STEM 教育發展趨勢，五、六年級以 STEM 作專題研習，並以跨學科(常識科、電

腦科和數學科)學習模式進行，學生表現理想，85%以上學生在專題研習報告取得合格成

績。在考試三後為一、二年級安排 STEM 活動，期望讓學生由低年級開始接觸有關內

容，能有助提升學生在科學及科技方面的認知和興趣。 

 

 

 評估促進自主學習 

 

各科在課業中加入自學元素，例如在課業中加入挑戰題或學習延伸題，學生需自行透過

網上搜尋或延伸閱讀找出答案，鼓勵學生進行自學。此外，本年度加強電子學習元素，

老師利用學校內聯網 eclass 上載學習材料，供學生作預習或課後鞏固之用，讓學生可根

據自己的學習進度，隨時進行自學。 

 

中文、英文和數學科在小測中加入課外自學題，老師先告知學生有關內容的主題，學生

須自行學習相關材料才能回答有關問題。80%以上學生表示自己曾因應學習或評估主

題，利用不同途徑進行自學，而 86%以上老師認同學生在延伸自學題表現理想。 

 

 

 

 發展具區本特色的校本課程 

 

持續優化一至三年級「濕地小博士」課程，將「濕地小博士」課程推展至四年級，加強

培養學生的保育意識。設立濕地探知館，在午休時段由濕地小導遊安排遊戲活動，向同

學介紹有關濕地的小知識，80%以上曾參與有關活動的學生認同活動能提升他們對濕地

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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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來年展望 

      

本周期着意教授學生不同的預習策略，而學生亦大致上已能掌握不同的技巧，來年期望

能透過預習來提升課堂的效度，騰出更多課堂時間讓學生透過活動和探索來進行學習。

調查報告顯示學生喜愛運用平板電腦作課堂學習活動之用，反映生動有趣的課堂能提升

學生的學習興趣，故來年會將着眼點放在提升課堂趣味性方面。在 STEM教育方面，期

望可多透過跨學科或以主題形式來推行，以提升學習效能。自我檢視和反思是自學的重

要元素之一，故培養學生自我檢視的習慣將會是下一周期的關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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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組工作報告  
 

 

1  本年度關注事項 

 

 優化行政管理。 

 

2  本年度工作成果及檢討 

本組今年仍在加強訊息傳遞和提高工作效率作重點發展，每天早上於七樓教員室張貼代課安

排，讓有需要同事能更快知悉當天代課訊息和課堂調動，並作出相應的工作安排。根據教師

問卷調查，超過 90%的教師認同有關措施能加強訊息傳遞。 

 

至於在提高工作效率方面，安排家長義工處理三年級紅、藍、黄組簿冊，以騰出人手讓教學

助理處理其他教師的工作，亦超過 90%的教師認同有關措施能提高工作效率。 

 

此外，在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感，訂立目標，努力實踐這幾方面，本校透過「自我增值獎

勵計劃」，以提升學生的積極性及自主能力。老師於開學時向學生講解此計劃的目標及內容

大綱，並指導他們訂立自己的目標，於學期完結前進行評估及反思。根據家長問卷調查，

超過 85%的家長認同「自我增值獎勵計劃」能增強學生的積極性。 

 

3 來年展望 

近年，由於教師請假日子較多，為避免學生浪費學習時間，可考慮「自願優先代課安排」，

讓有需要的教師前往代課教書，確保學生充分利用課堂時間進行學習。 

 

另外，來年度亦會安排服務生於午休時段進入課室，指導一至三年級的學生如何利用「增值

護照」進行各學科的自學活動，讓同學可更熟悉各科的達標準則，以便更有效提升學生的積

極性及自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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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組工作報告 

 

1  本年度關注事項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推動舊生會發展，協助培養學生成為有主見、有承擔、有毅力、有夢想的人。 

 

2  本年工作的成果及檢討 

 

學術組於今年計劃中訂下以下兩項關注事項：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本關注事項的目標是持續優化課堂教學，提升教學質素及學習效能，同時亦透過專業發

展提升教師對「自主學習」及「電子學習」的認識及推行政策。本學年，任教英文科第二

學習階段的科任，將「變易理論」之優化課堂教學計劃之理念及教學策略融入教學中，按

校本需要在日常課堂中運用及實踐，照顧不同學習能力之學生，以提升學與教效能。學期

末，在任教英文科第二學習階段的科任中，有 90%認同將「變易理論」之理念及教學策略

融入教學中，能有助照顧不同學習能力之學生，並提升教學質素及學習效能。此外，本年

度學校擴展與內地姊妹學校玉律小學的交流分享計劃，安排多個年級之學生到玉律小學

進行不同之學習活動，增加兩地師生交流，以提升教學質素及學習效能。完成交流分享活

動後，所有參與老師均認同活動能提升教學質素及學習效能。另外，本學年校方推薦教師

參與不同的「自主學習」及「電子學習」工作坊/分享會，讓教師掌握如何協助學生培養

「自主學習」的習慣的策略，並強化教師在課堂中進行「電子學習」的能力。學期末，超

過 90%老師認同參與有關工作坊/分享會，能掌握有關理念及懂得如何協助學生培養「自

主學習」的習慣的教學策略，並提升學與教效能。 

 

強化教師專業成長發展及建立中層團隊文化亦是本關注事項的目標。在學年初，教師會

根據個人專業發展方向，並配合學校發展需要，自行訂定整學年的個人專業發展計劃。個

人專業培訓發展計劃有助教師確立個人進修目標，提升專業發展，亦可讓校方篩選合適

的進修課程推薦有關老師參加。在學期末，老師會在相關會議中分享有關進修內容，結果

超過 90%老師認同有關專業發展計劃能強化教師專業成長發展。 

 

此外，校方鼓勵中層人員根據所屬學科或行政範疇，參與不同的專業發展活動，除可提升

領導、管理及溝通技巧，並將有關經驗與所屬科組成員分享，有助建立中層團隊文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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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架構更見完善，有利校務發展。 

  

 推動舊生會發展，協助培養學生成為有主見、有承擔、有毅力、有夢想的人 

 

本關注事項是以邀請不同階層/工作領域之舊生協助推動校務發展及學校工作為目標。舊

生會邀請已畢業及現就讀中二至中五之舊生拍攝分享片段，與校內高年級同學分享校園

生活，從而讓學生認識不同中學各有特色，為自己升讀中學作好準備，亦為個人理想定

下方向。有關分享影片已安排於小六學生選校前，在班主任課內播放，希望能協助學生

確立個人目標及裝備自己，進入另一個學習階段。 

 

3  來年展望 

 

 根據教師問卷調查，老師對有關培訓工作坊及分享會均有正面的評價，完成工作坊或分享會後，

老師更能掌握如何協助學生培養「自主學習」的習慣的策略，並強化教師在課堂中進行「電子

學習」的能力。期望下學年，教師能透過提升「預習文化」的培養，進一步協助學生培養「自

主學習」的學習態度，亦能更善用「電子學習」於課堂之中。 

 

此外，校方仍會繼續讓老師/中層人員自行在每學年初定下個人專業發展計劃，根據個人專業

發展需要、學校發展路向及教育新趨勢而參與不同的培訓課程。校方亦會審視老師的專業發展，

安排老師擔任不同的工作崗位，協助學校發展。 

 

教學分享及交流有助教師專業發展，期望下學年能繼續與姊妹學校玉律小學保持緊密聯繫，嘗

試更多不同科目的學術交流及分享活動，或舉辦聯校活動，以助兩校教師的專業發展。 

 

舊生會是學校其中一項重大資源，唯因時間未能配合，故在活動安排上多有限制，希望下學年

能再安排可行的活動項目。期望舊生會能繼續協助學校推動校務發展，既能回饋母校，亦能擔

任舊生們與母校之間的橋樑，保持緊密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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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課程統籌主任（PSM - CD）工作報告 

 

  領導學校整體課程規劃 

領導各科科主席，具體落實校本課程內容及年度關注項目。透過與科主席定期舉行會議，及

出席各科科務會議，了解各科課程的實施成效及各科發展項目詳情，聽取老師的回饋意見，

以檢討校本課程及年度關注項目的具體落實進展。  

     

    各科均持續優化各級預習策略，並加強電子學習元素，透過教授學生不同的自學策略，藉以

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此外，各科均持續優化及發展其校本課程，期望能提升學教效能。 

 

發展具區本特色的校本課程。將「濕地小博士」課程推展至四年級，以常識科為主幹，訂定

學習目標，並在教授相關課題時，加入濕地的相關元素，並加強培養學生的保育意識，各科

則因應適合的目標，安排相應的教學內容。同時，設立「濕地探知館」，在午休時段由濕地

小導遊安排遊戲活動，向同學介紹有關濕地的小知識，藉以提高學習興趣。 

     

統籌聯課活動及跨學科學習活動，透過不同的學習經驗，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效能。本年度

安排的活動包括中文、英文及普通話科聯課活動、數學遊蹤、學習成果分享展、Amazing 

Day，STEM學習活動及中華日、「美食知旅」等跨科學習日等。 

 

  統籌教師發展，提升教師專業素質 

    本年度屬校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安排了以「締造校園欣賞文化」為主題的教師工作坊及歷奇

活動，讓各所屬校的老師能互相認識和交流教學心得。 

 

    每周三下午為教師發展時段，舉辦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或共同備課，讓老師有機會互相交流學 

    習。同儕觀課配合共同備課進行，讓教師就共同擬訂的教學活動進行施教、檢討及改進，藉 

    以提升教師的教學設計能力和教學技巧，建立校內專業交流的文化。為了提升備課的質素， 

    課程發展組訂定整體共同備課重點，本年度的重點為將預習和課堂活動結合，以提升教學效

能。各科根據整體的重點，再配合科目發展重點為教師提供科本的備課目標及重點。   

     

  統籌評估政策和推行評估工作 

    審視各科擬題，於測考後分析學生整體表現，與科主席討論及分析有關的結果，以檢討課程 

    效能。推動多元化評估模式，包括學生自評、學生互評、實作評量和科學探究等，使學生能 

    有更多機會展示自己的不同才能，讓老師對學生的學習表現能有更全面的掌握。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2018 至 2019 年度校務報告              
              

              

               
品德為本  語文為基  健康生活  豐盛人生                                                 

  

114 

    評估促進自主學習為本年度的發展目標，各科在課業中加入挑戰題或延伸題，要求學生自行

透過網上搜尋或延伸閱讀找出答案 ，藉以鼓勵學生自學。本年度加強電子學習元素，老師

利用學校內聯網eclass上載學習材料，供學生作預習或課後鞏固之用，讓學生可根據自己的

學習進度，隨時進行自學。中文、英文和數學科在小測中加入課外自學題，老師先告知學生

有關內容的主題，學生須自行學習相關材料才能回答有關問題。 

        

  專題研習 

專題研習除了讓學生進行探究式的學習外，在學習過程中，學生能體驗學習與生活是息息相

關的，把知識、技能和態度連繫起來，進而建構新知識，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和態度。 

 

    常識科一至六年級均進行專題研習，一至四年級配合濕地課程，五、六年級則以 STEM 為主

題；其他科目亦推行規模較小的研習活動，三年級：數學科(校園小秘書)；四年級：英文科

(Healthy Eating)；五年級：中文科(果研美味)；期望透過專題研習活動，能訓練學生的共通能

力及自學能力。老師透過專題研習的主題教學，教導學生進行專題研習的技巧和態度，在老

師指導下進行個人或小組研習，並撰寫報告及進行匯報。 

 

    在考試三後以「美食知旅」為主題，各級安排不同的學習內容及活動，讓學生透過運用已學的

研習能力來學習相關的知識，藉以鞏固其所學。 

 

  資訊科技教育 

資訊科技主要是支援教學的工具，讓學生利用多媒體進行多元化學習，藉此提升課堂效能。 

 

    本學年延續推行「電子學習學校支援（Wifi 900）計劃」。連同二年級、三年級及六年級課室，

全校課室、電腦室、語言室、禮堂和三間英文室均已設置 Apple TV。此外，亦陸續添置 iPad

至 120 部，促進各科推行電子學習。 

 

各科持續加強推行電子學習，利用平板電腦進行互動教學，以增強課堂的互動性，提升學生

參與度。同時，老師亦會利用 eclass 設計網上學習評估，讓學生可即時得到回饋，自我檢視自

己的學習情況，並作出改善。 

     

  從閱讀中學習 

各科定期與圖書館主任合作舉辦主題書展，以加強學習效能。為提升學生的自學動力，圖書館

舉辦了「自主學習簡筆畫」和「自主學習名人運動家小故事」活動，期望透過有趣的學習主題，

鼓勵學生自行找材料進行學習，學生透過閱讀有關圖書，自行完成任務，表現理想的同學可獲

得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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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外籍英語教師計劃工作報告（NET Scheme Report） 

1. Space Town (KS1) 

P1 and P2 

It is the second year that we used the Space Town programme.  This programme promotes self-directed 

learning skills and E-learning. It also focusses on phonics,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Modifications and adjustments had been made across different levels to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within 

our classrooms. 

Guided reading and shared reading ran smoothly.   

Process writing taught the students to self-correct. It also gave students with higher capacity a chance to 

deviate and be more creative.  

P3  

Our P3 classes continued to run the PLP-R/W programme. Co-plan meetings ran smoothly and efficiently.  

 

2. Ying Yip Stars 

Selected P3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a CCA programme that ran during the last lesson on Fridays. The 

aim was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using activities, drama and games.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activities but also had a chance to listen, speak and interact in English. The programme developed by the 

NET incorporated the seasons and festivals to promote vocabulary building. The students benefited 

greatly from this. 

 

3. Monday Lunch Break Activities 

During the lunch break, Key stage 1 students could participate in activities where they constructed  

3-D objects. (STEM-based) All instructions were given by the NET in English. Students had to build, 

colour in, glue, fold. These kinds of activities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end, they ended up with an 

object that they made themselves and could take home. These activities were prevalent, especially 

amongst the P3 students.   

 

4. Wednesday Lunch Break Reading 

 Each class had a turn to listen to a story read to them during a Wednesday lunchtime by the NET. Most 

students enjoyed the opportunity to listen a well-constructed English story. They participated keenly and 

gave up the break willingly.  

 

5.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A group of five P5 students entered in an EDB-puppetry competition and came seco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ET, they wrote the text themselves and learned to speak the lines clearly. The students 

also made the puppets and the backdrop themselves. They then had to learn the skill of manipulating the 

puppets. The students were very keen and enthusiastic about the whole process from beginning to end. It 

taught them new skills, build their confidence and improved their English. I was very proud of the end-

product. These students did the school name prou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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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nglish Tuesdays and Amazing Tuesday Show 

English Tuesdays continued to run as usual this year. To encourage and boost students’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speak to their teachers or schoolmates us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as 

their mode of communication. Levelled booklets were also designed for students to complete various 

English tasks during recess or lunchtime. English Ambassadors were assigned duty on different floors in 

order to assist and serve their schoolmates to accomplish the tasks. 

 

Amazing Tuesday Shows were organized for all the levels from P1 to P6. Students were assigned topics 

based on what they have learnt through their English syllabus. Activities such as songs, Big TV, and 

different kinds of language games were taken place. This was to encourage and build students’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in their daily life. The aim was to allow opportunities for our students to practice their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through fun activities and games.  

 

7. Halloween and Easter Fun days 

Both days were celebrated with activities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vocabulary and reading skills. 

Decorations were used to create the appropriate atmosphere. Competitive games and game booths were set 

up in the school hall for P1 to P3 students.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use the vocabulary related to the 

particular festival to complete the tasks. Both days had an element of fun built into it. For Halloween, 

students could collect candies and for Easter, they could collect chocolate eggs. All the English teachers 

took part in the activity. The KS1 students were interested in the activities.   

 

8. Teachers Workshop 

The NET presented an hour workshop demonstrating the process of putting together a puppet show for all 

English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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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工作報告 

 

1  政策及組織 

本年度學校在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之行政管理和工作分配上一與以往。校風及學生支援工作由

學術副校長作總負責人，訓導主任擔任組長角色，統領著由訓育組、學習支援組、輔導組組成

的學生支援組，各組均就校本需要，訂定相關工作目標、重點及策略。組長協調各組間的運作，

加強負責人之間的溝通和合作，讓學生在行為、情緒、學習及成長上的需要得到適切的照顧。 

 

輔導主任領導輔導組，每年召開 3次常規會議，與成員商討輔導組工作計劃、中期檢討及年終

檢討。輔導主任以監察角色為主。學生輔導員負責統籌、策劃、推行和評估全方位學生輔導服

務，包括：個案工作、學生輔導活動、輔助服務、家長支援、教師支援、成長教育課、編制輔

導期刊和聯絡服務機構，以前線工作為主。輔導活動統籌負責文書工作、行政小組工作和帶領

戶外活動。 

 

有見學生輔導個案背景複雜，個案分類繁多。近年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成為主要個案輔導的對象，

特殊教育需要的類別也增設第九項-精神健康，輔導工作更關注及回應其需要，故此今年度特

設每月恆常的全方位輔導會議，學生輔導員及輔導主任更透徹交流學生個案和輔導活動，達致

有效的諮詢和善用資源。 

 

今年增設班主任會議（學生輔導個案），講解學生輔導個案的保密原則和注意事項。本組認同

是項跨專業交流有助完善個案管理工作。 

 

2  本年度關注事項 

1) 培養學生成為有主見、有承擔、有毅力、有夢想的人 

 

3 本年度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活動的成效及檢討 

 

3.1 「熱愛生命 樂滿校園」 

 

本學年輔導組榮獲優質教育基金贊助，與基督教香港崇真會葦田成長中心協辦-「心程」同盟•

好心情@學校計劃。透過全校參與模式，家長、學生和全體教師應用園藝治療手法，灌輸正面

思維，宣揚生命教育的正向文化。由班主任帶領生命教育課節，分享生命勇士的人生歷練及

種植種子的生命過程，讓學生學習愛惜及保護生命。家長能夠運用園藝元素減壓，從中與園

藝治療師交流管教子女的心得。有家長表示減壓之餘，能夠多角度認識子女的性格和相處之

道，改善與子女的關係。「同理心」教師園藝工作坊，提昇教師的同理心以促進欣賞、包容等

正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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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輔導組三年計劃-自我管理，今年特設檢查書包運動、自覺學習獎勵計劃及每月班之星獎

勵計劃。 

 

本年度一共進行了 12 次的檢查書包運動，是次活動由輔導活動統籌郭蔚昕老師主理。多位整

齊大使負責檢查。他們盡心盡力為同學服務，教導同學收拾書包的方法。檢討事項包括各班

參與活動的情況： 

1. 檢查卡的使用-仍有學生未了解檢查卡的作用，不清楚須帶回檢查卡檢查 

2. 檢查日期-檢查日期貼於檢查卡背面，但學生未必會記得當天需受查 

3. 出席人數-出席人數不俗，但仍有部分學生數次活動均未能出現，未能達到每班皆有受查

的目標 

4. 通知/溝通-第一、二次給予各班主任挑選兩名學生參與活動，因此參與活動人數過多。而

第三至六次活動改為針對未違標學生/班主任再次推薦的學生，但未能夠有效與班主任溝

通第三至六次的活動對象，  

5. 學生表現跟進-有學生屢次參與活動均未達標，亦未能夠有效改善學生的收拾書包的表現 

 

總結而言，一年級數位同學收拾書包情況有明顥的進步。低年級學生仍有需要性，建議明年

主要在小一至小三成長課進行是項自理項目。 

 

自覺學習獎勵計劃目的鼓勵同學積極主動學習，在午休開放 307 研習室，大部分同學喜歡使

用平版電腦進行捉棋等遊戲，達 82%學生使用平版電腦。與當初借用的學習意義大相逕庭，只

有 18%學生前來做功課或溫書。經組內商討後建議明年停止是項服務。 

 

每月班之星獎勵計劃是次活動由輔導活動統籌方浩輝老師主理。鼓勵學生管理物品以及積極

學習。每班班主任能夠鼓勵和觀察學生進步之處，值得嘉許。項目包括： 

(9月)收拾書包-帶齊所需物品和有條理擺放在書包內    

(10月)整齊桌面-自動自覺收拾桌面 

(11月)自覺學習-積極完成家課/堂課，主動答問，高年級學生使用 307 

(12-1月)午膳整潔-主動清理餐盒和桌面 

(2-3月)寫齊手冊-內容正確無誤    

(4-5月)預備上堂的物品-轉堂時懂得準備下堂所需用品 

 

在新學年回應新的三年計劃，將會舉辦園藝生命教育成果獎勵計劃，故每月班之星獎勵計劃

完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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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曾舉辦的學生講座如下： 

 主題 對象 協辦機構 

1 「無煙小學士」~學生講座 小四至小六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2 「上網態度」~學生講座 小四至小六 東華三院青少年及家庭服務部 

3 「專注力失調」~學生講座 小五 街坊小子木偶劇場 

4 「Healthy Snacking」~學生講座 小二  街坊小子木偶劇場 

5 
「考前溫習計劃」~學生講座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駐校言語治療師 

6 
女生衛生講座 

小五至小六

及其家長 
WACOAL 

  

     

本年度曾舉辦的學生活動如下： 

 主題 對象 協辦機構 

1 「守護天使」學長訓練計劃 小一至小六 不適用 

 2 「英業天使」社區服務計劃 小四至小五 

 

「守護天使」學長訓練計劃是一項預防及發展性計劃，以培養高小學生個人成長為主，參加學

生分別自願性質參與和由班主任推薦，由學生輔導員及郭蔚昕老師主理，首先讓參加學生在參

與計劃前明白目標、期望和詳情及與負責人建立初步關係。為加強「守護天使」在照顧低年級

同學的信心，小組訓練讓學生認識低年級學生的需要和照顧他們的技巧，強化他們正面積極的

學習態度。今年繼續小一新生入班支援服務，在當值初期負責照顧小一生進膳衛生和寫手冊，

他們很快便能與「守護對象」建立關係。往後第二階段守護天使需要面試才能進入個別朋輩支

援服務，重點教導功課和溫習，強調朋輩支持，更會派發「守護天使」手冊，加強了學生的責

任感和歸屬感。總結而言，「守護天使」表現投入、盡責和愛護「守護對象」。 

 

計劃內容如下： 

活動內容 

(一) 簡介日 1簡介日 

(二) 訓練活動 2 面試 

3學習朋輩輔導的技巧和態度 

4情境處理 

5 多感管學習法 

(三) 服務推行 6逢午休當值 

(逢星期一至五) 

(四) 檢討及評估工作 7計劃回顧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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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老師回饋中反映，老師認同守護天使能夠提供實際幫助包括自理支援的元素教導個人衛生、

處理手冊等，也稱讚他們的態度良好，有耐性、盡責、準時、有禮，並且認同此計劃的需要性。 

 

建議明年新推行「摘星服務」計劃幫助缺課或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展現長處，以助人自助

的形式協助小一生適應校園生活，彼此增加對校園的歸屬感。 

 

 「英業天使」社區服務計劃在多元智能堂進行，減少學生課後留校時的疲累感。是項計劃由

學生輔導員及黃韻珊老師主理。有 20位小六學生參加，讓學生透過團隊合作服務小一學生。

由小六學生分別設計自理活動及英語活動，加強小一生自理能力和打好英文學習基礎。小六

學生有愛心和主動，當中觀察第二年參加的小六女生較前年更主動和積極，十分欣賞其轉

變。因部分小六學生為校隊出賽，學生出席率達 87.5%。 

 

從全校家長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達 85%家長認同學校透過不同的講座及活動能夠培養學生欣賞

及關愛別人。從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內關愛範疇較往年（3.08）有正增值，今年達 3.22。從情

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內中獨立學習能力範疇的副量表-控制學習環境較往年（2.87）有輕微下調，

今年只達 2.82。建議新學年按全方位輔導服務主題-生命教育，作全校性園藝治療週會活動。

在校園生活中由每位學生經歷栽種、灌溉等強調自主學習的過程，然後在成長課推動各班學生

至各級學生分析及總結園藝心得，在週會展示學生成果。 

      

3.2輔導小組 

 

本年度輔導小組以支援學習適應和情緒為主，對象多以老師推薦形式，選取有特定需要的學

生參加，能為有較大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輔導。 

 

    本年度曾舉辦的活動如下： 

 活動名稱 對象 目標 協辦機構 

1.  愛心種子課前

成長小組 

小一 

 

新生活適應 學生輔導員負責 

2.  「喜伴同行」成

長小組 

小一至小三 社交及情緒訓練 東華三院何玉清教育中心 

3.  好心情@學校計

劃小一小二 

小一至小二 舒緩壓力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葦田成長

中心 

4.  好心情@學校計

劃小三小四 

小三至小四 舒緩壓力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葦田成長

中心 

5.  童心踏暴成長

小組 

小二 提升任何暴力的覺

醒 

和諧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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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種子」課前成長小組，由班主任推薦共8位學生參加。主要提昇小一特定新生讓學生適

應校園生活，提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自尊感和能力感。 

自信心是班杜拉 (A.Bandura)在社會學習理論中提出的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的概念。

班杜拉認為自我效能感關心個體用其擁有的技能能夠做些甚麼，自己相信自己能夠做些甚麼。

赫森(Hersen)、柏拉克(Bellack)將社交技巧界定為：個人的一種能力，他能在各種人際情境

中自在地表達自己正面與負面的感覺而不會因失去「社會增強（social reinforcement）」而

感到困擾(Bellack,1984)。因此本小組強化學生應有的禮貌(禮貌是社教化重要因素之一)和

自動自覺(建立積極性)的態度，以及適當表達喜怒哀懼，當他們能夠建立禮貌和自動自覺的

態度，社交關係和自信心從而提昇。 

學生出席率達 89%。從科任老師評估問卷資料顯示，認為小組能幫助部份適應能力較強的學

生，他們變得更主動和積極學習。個別學生因疑似患有特殊學習障礙或受家庭問題影響需要

作進一步轉介。每位學生都有一份個別報告，方便科任老師了解及跟進。 

 

「喜伴同行」計劃，由特殊教育需要報告確診為自閉症或疑似自閉症的學生參加，其有 5位。

合共 12課節，另有家長活動包括個別面談、茶聚、觀課和結業禮以及班主任面談。從小組問

卷結果顯示：達 100%組員能完全和大致上參與餘暇活動及在活動中表現合宜的行為。導師需

要多說指示和提醒，組員在中和期漸見進步。60%學生能完全和大致上友善對待別人，小一兩

位學生便部分能友善對待別人。他們較容易不服輸又喜歡投訴別人，導師需要教導組員分辨

大問題與小問題的應變能力和態度。80%組員能平和地面對問題或突如其來的轉變。一位小一

組員部分能平和地面對問題或突如其來的轉變，他難於接受突然的轉變，建議多給予預告，

讓他有心理準備，提升其接受轉變的能力，並加以讚賞。 

 

好心情@學校計劃，分別有小一及小二和小三及小四各一組，小組對象由班主任或學生輔導員

識別，他們當中面對社交和學業等的壓力或焦慮。小組是運用園藝元素輔以園藝治療師的導

引和分享，增加學生對生活正面的思維。小一及小二組共有 6位學生參加，出席率達 93%。小

三及小四組共有 6位學生參加，出席率達 97%。小一及小二組學生好動，容易有爭執，從校園

生活中反映他們面對社交的壓力包括先入為主認為別人具有攻擊性的言行、好比較，喜歡挑

釁別人，社交能力一般。學生都喜歡活動的內容，當中期望他們學習欣賞自己擁有的東西或

別人的情似乎太深奧。小組是否因年齡太小，生命意義太深等深層的問題有待檢討後改善。

小三及小四的學生大多數來自精英班，他們面對自身高的期望，給予自己不少壓力，帶來焦

慮的表現例如哭泣、緊張時身體顫抖式崩緊。學生都是思考型的孩子，他們較容易掌握小組

的意義，他們也享受小組的過程。 

 

童心踏暴成長小組，由「和諧快線•Harmony Express」情緒教育流動服務活動後，校方按問

卷結果識別有需要的 8 位學生參加童心踏暴成長小組，提升參加者對任何暴力的覺醒。小組

共 93%出席率。6 位學生認同自己有很多朋友。7 位學生認為自己認識什麼是正面情緒。8 位

學生認為自己認識什麼是負面情緒。5位學生認為自己能夠能夠察覺正及負面情緒。6位學生

認為自已會主動分享情緒。8位學生認為自己會察覺有危險會主動求助。 

 

http://www.baike.com/sowiki/%E7%8F%AD%E6%9D%9C%E6%8B%89%20?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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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學生活動 

 

  

 

 

 

 

 

 

 

 

 

透過「和諧快線•Harmony Express」情緒教育流動服務活動及傾談下初步了解小二學生和家

人的關係，並表達家暴的狀況。 

 

90%學生認識甚麼是情緒。85%學生更認識正確處理情緒的方法。問卷調查結果所知：學生常

有開心心情達 83%。其次是生氣 19%及害怕 14%。51%學生表示經常感到困擾，當學生感到不

開心原因來自家人 42%、來自朋友 34%及來自學校 13%。64%學生表示曾目睹或聽到父母吵

架，對於面對父母的衝突有 44%學生表示會感到受傷害。19%學生表示經常直接被父母打罵，

間中被父母打罵有 34%。有見及此，校方按問卷結果識別有需要的學生參加童心踏暴成長小

組，提升參加者對任何暴力的覺醒。 

  

更生服務計劃目的是幫助有需要提升自我管理能力的學生體現助人自助的精神。3C陳同學和

6B黃同學由班主任推薦。兩位學生協助檢查書包，他們能夠細心講解，表現積極和發揮助人

的精神。此計劃鼓勵學生重覆不斷做正面行為，期望潛移默化下，經過反思、激勵、稱讚和

修正來增加好行為出現。明年命名為「摘星服務」計劃。 

  

4.支援服務 
 

4.1家長支援 

 

 主題 對象 協辦機構 

1 「如何協助子女提昇學

習能力」家長講座 
升小一家長 賽馬會東華三院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 

2 「培養孩子的社交力」家長 

講座 

 

小一至小六

家長 

東華三院家長愛學院 

3 身體律動新智慧家長講座 

 

 

 

 活動名稱 對象 目標 協辦機構 

1. 「 和 諧 快 線 •Harmony 

Express」情緒教育流動服

務 

小二學生 認識情緒及家庭暴

力的處理方法 

和諧之家 

2. 更生服務計劃 

 

特定學生 協助學生改過自新

的機會。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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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協助子女提昇學習能力」家長講座共有 30位家長出席。100%參加者認為能夠認識

小學生活的轉變和適應。100%參加者認為自己有信心跟孩子適應小一校園生活。97%參加者能

夠處理孩子的情緒問題。 

 

「培養孩子的社交力」家長講座共有 30位家長出席。100%參加者認為能夠認識親子關係對社

交力的影響。100%參加者認為自己學會提升孩子運用同理心的技巧。 

 

身體律動新智慧家長講座共有 18位家長出席。100%參加者認為了解身體律動對親子關係的重

要性。100%參加者認為認識以身體遊戲的技巧。 
 

建議舉辦二次小一家長工作坊，協助小一子女適應校園生活。舉辦一系列全校性

參與的家長工作坊，透過「和諧粉彩治療」、「潮語潮流」家長工作坊等提昇親子

管教的效能  

 

4.2教師支援 

 

本年度於 2月 20日舉辦「同理心」教師園藝工作坊，邀請基督教香港崇真會葦田成長中心園

藝治療師主講。100%老師認為活動能明白同理心我重要。98.1%老師認為活動能讓心情感到輕

鬆。  

於 5月 22日舉辦「認識及處理學童欺凌行為」教師工作坊，邀請循道衛理中心社工主講。94%

老師認為活動能讓其分辨欺凌的定義。82%老師認為活動能認識復和手法的內容和角色。  

71.4%教師認同是項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對其工作有幫助。  

 

4.3輔導期刋 

 

本年度編製了 1200份輔導期刋，分別在七月初向小一至小六學生派發。除在校內派發，會向

本校有聯繫的合作機構派發，讓社區人仕認識本校輔導工作。   

 

5 成長的天空計劃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在本校推展已踏入第十二年，目的是提升學生的抗逆力，以面對成長

的挑戰。按教育局既定的指引和程序，學校為被識別為有較大成長需要的學生提供「發展課

程」和「輔助課程」。 

 

本校與循道衛理中心學校支援服務合作舉辦小四至小六成長的天空計劃，達三年。該中心社

工對學校的學生需要和學校的常規均有基本的掌握，有助服務的推行。 

  

 

 

 計劃成效評估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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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四) 

 

本年度被辦識為正向的學生合共 27人，共 9名學生表示不參加此計劃，有關學生已獲安排參

加抗逆力訓練小組，由駐校言語治療師主領。共有 11名學生由班主任或學生輔導員推薦參加

小四成長的天空計劃，總參加人數 29人，共分為 2組於周三參加輔助課程。曾舉辦的活動包

括： 

 

a. 家長教師分享會暨迎新啓動禮 

b. 挑戰日營 

c. 輔助小組 

d. 再戰營會（宿營） 

e. 愛心之旅－長者服務 

f. 優質家長工作坊 

g. 親子日營 

h. 家長教師分享會暨結業禮 

i.  班主任及社工面談 

 

根據成長的天空計劃 18/19年度年終計劃評估表的統計，學生選擇「有幫助」及「非常有

幫助」 的總平均值如下： 

 

題  目 答案的總平均值 

(第 4題)  肯接受別人的意見 97% 

(第 5題)  控制自己的情緒 86% 

(第 7題) 按既定的目標辦事 96% 

(第 13題) 解決問題的能力 96% 

學生在各項輔助課程的平均出席率 93% 

 

  

(二)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五)－強化活動 

 

參與計劃的學生共 15人。透過輔助活動，繼續強化學生的抗逆力，曾舉辦的活動包括： 

 

a. 個別面談 

b. 重聚 

c. 戶外活動籌備小組 

d. 戶外活動 

e. 學校服務 –謝師聖誕裝飾 

f. 結業禮籌備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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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結業禮 

 

根據成長的天空計劃 18/19年度年終計劃評估表的統計，學生選擇「有幫助」及「非常有幫

助」 的總平均值如下： 

 

 

題    目 答案的總平均值 

(第 6題)  肯接受別人的意見 93% 

(第 7題)  控制自己的情緒 92% 

(第 11 題) 按既定的目標辦事 84% 

(第 23 題) 解決問題的能力 77% 

學生在各項輔助課程的平均出席率 84.8% 

 

 

(三)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六)－強化活動 

 

     由小五升小六共參與計劃的學生共 16 人，透過輔導活動繼續強化學生的抗逆力，曾舉辦的

活動包括： 

a. 個別面談 

b. 重聚 

c. 戶外活動籌備小組 

d. 戶外活動 

e. 校外義工服務 –幼稚園 

f. 結業禮籌備小組 

g. 結業禮 

 

     根據成長的天空計劃 18/19年度年終計劃評估表的統計，學生選擇「有幫助」及「非常有幫

助」的總平均值如下： 

 

題    目 答案的總平均值 

(第 6題)  肯接受別人的意見 100 % 

(第 7題)  控制自己的情緒 100% 

(第 11 題) 按既定的目標辦事 94% 

(第 23 題) 解決問題的能力 100% 

學生在各項輔助課程的平均出席率 96% 

 

學生較喜歡接觸幼童，他們用心準備，服務期間表現有愛心和投入。幼稚園老師更稱讚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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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表現。建議來年度小六繼續推行幼稚園服務。 

 

6  成長教育課 

 

按教育局的指引，本校全年在各班安排 12課節的課堂，內容仍源用以往校本的成長教育課教

材套，由各班主任負責進行。今年度學生輔導員分別在三年級和六年級進行主題性的成長課。

回應社會上家庭暴力的嚴重性，三年級成長課主題為情緒安全島，學生認識憤怒及害怕的

情緒管理，懂得遇事求助。回應社會上性騷擾有年輕化的趨勢，六年級成長課主題為預

防性騷擾，學生認識性騷擾的言行和處理手法。 

今年獲得優質教育基金贊助，與基督教香港崇真會葦田成長中心協辦-「心程」同盟•好心情

@學校計劃。低年級和高年級各進行 2課節有關生命教育課題。學生反應投入和喜歡是項的成

長活動。 

 

7  輔助服務 

7.1 個人輔導  

 

本學年開案學生人數共 17人，其中新開案學生 4人。目的巳達、轉校或升中而結束個案共

6人。共有 3人經家長同意，需要經過本校轉介接受中學輔導服務。 

 

學生輔導員處理非開案學生人數共 66人，而處理非開案問題仍以「家庭」及「情緒」為主。

家訪次數共 4次。出席多專業個案會議共 2 次。陪診次數共 3次。陪同小三學生及家長參

觀特殊學校 1次。與駐校教育心理學家會議或老師會議合共 17次。 

 

7.2 轉介工作 

 

部份學生的問題需要其他專業服務的介入共同協作，以下是本年度曾安排轉介的服務： 

轉介 1位學生接受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賽馬會天水圍社區健康中心 

轉介 6位學生接受聖雅各福群會青苗新天地 

轉介 1位學生接受平和關係支援計劃 

轉介 2位學生接受東華三院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 

轉介 1位學生接受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聯合情緒健康教育中心 

轉介 1位學生接受女青年會兒童為本遊戲治療服務 

 

7.3 全班輔導 

 

茲因 6B 班學生出現情緒問題，在屯門醫院接受治療。學生回校復課前由駐校教育心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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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學生輔導員協助支援，與 6B班學生講解該生的狀況和與他相處之道。 

 

  8.總結及建議 
 

總結而言，93% 家長認同老師關懷學生。 

 

仍然維持就學生曠課行為及情緒問題需要召開個案會議。在新學年初期開設個案會議目的達

致新班主任有清晰而具體的掌握學生輔導目標和跟進。 

新學年繼續進行每月恆常的全方位輔導會議，新加入副校長、學生輔導員及學生支援主任更

透徹交流學生個案和輔導活動，達致有效的諮詢和善用資源。 

 

回應新學年關注事項塑造健康校園，強化學生身心社靈素質，以「認識生命  同行有您」為

題。建議明年繼續推行生命教育主題，透過全校性「園藝治療」週會活動，及以「生命教育」

為題的成長課，各級展示園藝心得的成果。同時，舉辦全校性的「生命繪本」和「過來人分

享」週會強化學生的生命堅靭力。 

 

有鑑於義工服務意義和使命能夠培育兒童與社會上不同能力的人互相尊重，和諧共融的精神，

明白同理心的重要性。新學年在六年級成長課推展《服務學習》計劃，認識社會上有需要及

成長有歷練的人，生命影響生命，建立關社文化。更在成長課推行「向欺凌說不」的課

題，向學生講解欺凌的影響和建立正向的同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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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運用「學校發展津貼」及「有時限學校發展津貼」報告 

 

項目 關注重點 策略 / 工作 成效 

為教師

創造空

間 

減輕教師非教

學工作 

 

使用校園八達通服務，減少教師處理收費事

宜，使教師能獲得更多時間以便專注於教學

工作及照顧學童。 

100%教師皆同意能獲得更多

時間以便專注於教學工作及

照顧學童，符合預期指標。 

減輕教師非教

學工作 

聘請教學助理 4名，以協助教師處理非教學

工作。教師能獲得更多時間以便專注於教學

工作及專業發展。 

全體教師均認為額外聘請人

手最能分擔其教學以外的工

作，有助舒緩教師工作壓力，

符合預期指標。 

啟發學生潛

能，同時為教

師創造空間。 

僱用機構開辦初小多元智能課程，讓學生能

參與更多類型的興趣小組，亦能減輕老師的

工作負擔。全校老師利用這些時間進行教師

發展活動。 

有八成以上教師認同計劃能

為教師騰出空間，有助提升

教師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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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工作報告 
校本津貼 - 活動報告表 

A. 本計劃受惠學生人數(人頭)共_367_名(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_92_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_275_及，C. 學校使用 25%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__125___名) 

B. 計劃的各項活動資料 

*活動名稱/類別 活動舉辦時期 

 

實際開支 

($) 

評估方法 

 

合辦機構/ 

服務供應機構名稱 

備註(例如:學生的學習及情意成果) 

學習技巧訓練 - 小小辯論家 10/2018-6/2019 12000 檢視學生表現 自聘教練 學生積極投入學習 

學習技巧訓練 - 故事演講班 10/2018-6/2019 10642.75 檢視學生表現 自聘教練 學生積極投入學習 

學習技巧訓練 - 朗誦訓練班 10/2018-6/2019 9163  檢視學生表現 自聘教練 學生積極投入學習 

學習技巧訓練 - 科學探究班 10/2018-6/2019 3627 檢視學生表現 自聘教練 學生積極投入學習 

體育活動 -足球訓練 10/2018-7/2019 12,000  檢視學生表現 自聘教練 學生積極投入學習 

體育活動 -花式跳繩訓練 10/2018-7/2019 27383.5 檢視學生表現 自聘教練 全港跳繩比賽全場總冠軍 

體育活動 -羽毛球訓練 9/2018-7/2019 42285 檢視學生表現 自聘教練 學生積極投入學習 

文化藝術-MOBOT 機械人 1/2019-7/2019 12100 檢視作品成果 自聘教練 學生積極投入創作、作品傑出 

文化藝術-陶藝樂繽紛 10/2018-7/2019 17,000  檢視作品成果 自聘教練 學生積極投入創作、作品傑出 

文化藝術-紙糊藝術 10/2018-7/2019 12000  檢視作品成果 自聘教練 學生積極投入學習，作品令人滿意 

文化藝術-國畫班 10/2018-7/2019 11200  檢視作品成果 自聘教練 學生積極投入學習，作品令人滿意 

文化藝術-濕地藝術設計 7/2019 26000 檢視作品成果 自聘教練 學生積極投入創作、作品傑出 

文化藝術-木笛小組 10/2018-7/2019 8800 檢視學生表現 自聘教練 學生積極投入學習 

文化藝術-手鈴隊 10/2018-7/2019 8531 檢視學生表現 自聘教練 學生積極投入學習 

文化藝術-向日葵合唱團 10/2018-7/2019 19500  檢視學生表現 自聘教練 學生積極投入學習 

文化藝術-鼓樂團 10/2018-7/2019  23980 檢視學生表現 自聘教練 學生積極投入學習 

 總開支 256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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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計 劃 成 效  

整 體 來 說 你 認 為 活 動 對 受 惠 的 合 資格  學 生 有 何 得

益 ? 

請 在 最 合 適 的 方 格 填 上「 」

號 

改善 沒有

suok 

vfok  

 

明顯 適中 輕微  

學 習 成 效  

a)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b) 學 生 的 學 習 技 巧      

c) 學 生 的 學 業 成 績      

d) 學 生 於 課 堂 外 的 學 習 經 歷      

e) 你 對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的 整
體 觀  

感 

    

個 人 及 社 交 發 展  

f) 學 生 的 自 尊      

g) 學 生 的 自 我 照 顧 能 力      

h) 學 生 的 社 交 技 巧      

i )  學 生 的 人 際 技 巧      

j)  學 生 與 他 人 合 作      

k) 學 生 對 求 學 的 態 度     

l )  學 生 的 人 生 觀      

m) 你 對 學 生 個 人 及 社 交 發
展 的  

整 體 觀 感  

    

社 區 參 與  

n) 學 生 參 與 課 外 及 義 工 活 動      

o) 學 生 的 歸 屬 感      

p) 學 生 對 社 區 的 了 解     

) 你 對 學 生 參 與 社 區 活 動
的 整  

體 觀 感 

    

D.  對 推 行 校 本 津 貼 資 助 活 動 的 意 見  

在 推 行 計 劃 時 遇 到 的 問 題 / 困難   

(可 在 方 格 上 超 過 一項  ) 

 未 能 識 別 合 資 格 學 生 (即 領 取 綜 援 及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全 額 津 貼的 學 生 )； 

 難 以 甄 選 合 適 學 生 加 入 酌 情 名 額 ；  

 合資  格 學 生 不 願 意 參 加 計 劃 (請 說 明 原 因 ：

__________________)； 

 伙伴  / 提 供 服 務 機 構 提 供 的 服 務 質 素 未 如 理

想 ；  

 導 師 經 驗 不 足 ， 學 生 管 理 技 巧 未 如 理 想 ； 

 活 動 的 行 政 工 作明 顯 地 增 加 了 教 師 的 工 作 量 ；  

 對 執 行 教 育 局 對 處 理 撥 款 方 面 的 要 求 感 到 複

雜 ； 

 對 提 交 報 告 的 要 求 感 到 繁 複 、 費 時 ； 

 其他  (請說  明 )︰   

 

E.   學生及家長有否對校本津貼資助活動活動提供意

見？他們是否滿意計劃的服務？  

 

家長滿意計劃的服務。非合資格家長不滿服務集中合資格

學生，建議書簿津貼半額資助學生納入合資格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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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運用「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報告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全年活動簡報（2018 / 19） 

學校名稱：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學校編號： 550370   帳目編號︰  LWLL         

              (* 6 位數字)     (* 2/4 位編號)       

（一）開支總結： 

2018/19 撥款 
- 

2018/19 支出 
= 

2018/19 餘額 （此金額須退回教育局） 
註(1)         

$116,925.00 $117,000.20 -$75.20  (超支金額需由學校支付)     

 

年級 綜援 

學校書簿津貼 其他有經濟 

合共 年級 綜援 

學校書簿津貼 其他有經濟 

合共 

計劃－全額津貼 需要的學生 計劃－全額津貼 需要的學生 

P1 人數： 9 46 0 55 S1 人數：       0 

P2 人數： 11 42 0 53 S2 人數：       0 

P3 人數： 9 41 0 50 S3 人數：       0 

P4 人數： 6 45 0 51 S4 人數：       0 

P5 人數： 14 53 0 67 S5 人數：       0 

P6 人數： 10 54 0 64 S6 人數：       0 

人數小計： 59 281 0 340 人數小計： 0 0 0 0 

金額小計： $20,345.00 $96,580.00 $0.00 $116,925.00 金額小計：       $0.00 

  總受惠人數： 340 

              全校人數： 699 

  

 
            受惠人數 百分比（%）： 4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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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報告：  

  

全方位學習活動的名稱及資助用途註(2) 

所屬基要學習經歷註(3) 
境外 

活動註(4) 

活動已達訂

定 

的學習目標
註(5) 

參與該活動 

受助學生 

數目註(6) 

活動資助金額 

  

  （每活動只可選擇一項；請於適用的空格上填"1"）   

  服務 體育 藝術 工作 德育 智能 
 (請於適用的空格上填

"1") 
  

e.g. 義工訓練課程學費   1             1 30 $3,000.00   

1 朗誦節、音樂節報名費及會費       1         1 70 $7,280.00   

2 秋季旅行車費               1   1 340 $14,911.00   

3 運動日車費       1           1 340 $7,326.00   

4 教育營車費及營費             1   1 64 $26,880.00   

5 游泳學習班學費及車費     1           1 20 $5,950.00   

6 參觀活動的車費及入場費           1 1   1 340 $16,790.00   

7 英語音樂劇車費       1         1 20 $6,200.00   

8 體育科_外出比賽及活動交通費     1           1 84 $8,700.00   

9 藝術科_外出比賽及活動交通費       1         1 77 $2,000.00   

10 常識科_外出比賽及活動交通費           1 1   1 340 $17,863.20   

11 其他類型_外出比賽及活動交通費 1     1   1   1 86 $3,100.00   

合計： 1 3 3 1 2 5 0 11 1781 $117,000.20  

 

（四）「社會服務」及「體育發展」活動共佔總開支的百分比： 

2018/19 學年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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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收支報告 

 

 預算支出項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項目/合作機構 實際支出 總支出 

(1)  「守護天使」學長計劃 $10,000                NIL NIL 

(2)  「英業天使」社區服務計劃 $10,000  NIL  NIL  

(3)  輔導小組 (包括外聘服務) $50,000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機構：東華三院何玉清教育中心 

 

$4,400 
 
 

$4,400 
 

(4)  家長支援 – 家長講座/工作坊 $ 20,000 「如 何 協 助 子 女 提 昇 學 習 能

力」家長講座 

機構：賽馬會東華三院天水圍綜

合服務中心 

$900 $900 

(5)  小領袖訓練活動(包括外聘服務) $30,000      外聘服務 (鄧主任負責)       $21,751 $21,751 

(6)  成長教育課 – 教材和教具 $ 4,000 教具 

 

$857.75 
 

$857.75 
 
 
 

(7)  學生講座(包括外聘服務) $10,000 健康上網態度學生講座 

機構：東華三院青少年及家庭服

務部 

和諧快線情緒支援服務 

機構：和諧之家 

$800 
 
 
$2,130 
 
$2,000 

$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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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支出項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項目/合作機構 實際支出 總支出 

正向攤位日 

機構：賽馬會東華三院天水圍綜

合服務中心 

 

(8)  教師支援 – 教師講座/工作坊 $ 5,000  NIL NIL 

(9)  輔導期刋 – 學生輔導通訊 $ 6,000 1,200本 

印刷費(小樹苗)                                                                             

$3,600 
 

$3,600 

(10) 輔助服務及雜項 $4,000 輔助服務及雜項 NIL NIL 

(11) 聘用學生輔導員 $335,412 聘用學生輔導員 $335,412 $335,412 

(12) 聘用學生輔導員助理 $504,000 聘用學生輔導員助理 $529,200 $529,200 

    總支出：$901,050.75 $901,05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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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的支援服務和成效 

(一) 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 

政策  本校致力建立共融文化，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學

校藉着統整和彈性調配校內資源，推行有效的教學策略，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提供適切的輔導和支援，幫助他們提高學習動機，掌握學習方法，改善及

加强學習表現，使他們能夠達到預期的學習指標，及協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建立恆常溝通機制，透過不同渠道，與家長一起商議有關

支援學生的策略。 

資源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的額外資源包括:  

 學校發展津貼  

 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額外津貼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津貼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支援措

施 

及資源

運用方 

式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下列支援措施： 

 成立學生支援組，成員包括副校長、訓導主任、輔導主任、特殊教育需要統籌

主任、班主任、社工、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和各學科教師等 

 與輔導組和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透過「輔導及學習支援聯席會議」，定期商

討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策略和進程，有效提供適切的支援 

 加強輔導老師與全校教師以「全校參與」模式照顧不同需要的學生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教育心理評估及輔導服務，就「個別學 

習計劃」的設計提供專業意見。此外，校本教育心理學家亦為家長提供「及早

支援家 長工作坊」，以提升家長在家支援學童伴讀的技巧。 

 購買「言語治療服務」，言語治療師每週駐校一至兩天，為言語障礙的學生提

供小組/個別言語治療及訓練，定期舉辦學生/家長講座，亦與老師進行協作課

等活動 

 運用「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額外津貼」，聘請一位社工，每周駐校五天，與輔

導主任共同推行校本輔導活動、成長課、個案輔導、「成長的天空計劃」、家長

教 育、教師培訓、學生講座、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舉辦不同的訓練小

組及為有 需要的學生提供「遊戲治療」等。 

 本校參加了「啟聾學校聽障學生增強支援服務」，安排路啟聾學校老師到 校為

一名嚴重聽障學生進行英文科個別訓練。 

 聘請外間機構，舉辦各項輔導小組，以幫助不同需要的學生 

 為不同需要的學生安排課前輔導、功課輔導班、各項支援班 

 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家課和評考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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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家長教育，包括講座/工作坊，讓家長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特

性 

 參與「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幫助自閉症的學生 

 設立「守護天使」計劃，為初小學生提供幫助 

 邀請教育局及外間機構，為學生/家長/教師提供有關支援學生之講座/工作坊/

活動等 

 

(二) 成效報告 

本校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仍以讀寫障礙為主，其次為過度活躍及專注力不足的學生。學生輔導員

與特殊學習需要統籌主任合作，為學生、家長和教師三方面提供協助，利用個別輔導、輔導小

組、個別或小組式的功課輔導、家長諮詢及教師諮詢等。有見學生輔導個案背景複雜，個案分類

繁多。近年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成為主要個案輔導的對象，特殊教育需要的類別也增設第九項-精

神健康，輔導工作更關注及回應其需要，故此今年度特設每月恆常的全方位輔導會議，學生輔導

員及特殊學習需要統籌主任透徹交流學生個案和輔導活動，達致有效的諮詢和善用資源。今年增

設班主任會議（學生輔導個案），講解學生輔導個案的保密原則和注意事項。本組認同是項跨專

業交流有助完善個案管理工作。 

 

教育心理學家服務和小一及早識別計劃，亦為較有需要的學生進行評估及跟進，過去學生輔導員

在初步識別結果會議才參與協作，本年度特殊學習需要統籌主任安排學生輔導員和班主任參與甄

選識別學生，以減少隱藏個案。此外，學生輔導員亦特殊學習需要統籌主任協作，安排合適的輔

導小組訓練，如參與喜伴同行計劃，支援自閉症學生的社交小組及與駐校言治療師合作為言語因

難學生的社交小組等，促進他們的成長。學生輔導員特別邀請部份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參加個別及

小組功課輔導。此外，學生輔導員與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家長有緊密的聯繫，有需要時給予支

援，並引導他們建立合適和有幫助的態度和管教模式。在教師方面，學生輔導員常與老師接觸和

溝通，向他們建議一些處理方法和課室策略，老師有需要時亦會主動尋求學生輔導員的協助。本

年度亦與特殊學習需要統籌主任合作，舉行「認識及處理學童欺凌行為」工作坊及「同理心」教

師園藝工作坊，支援老師推行有關預防欺凌及情緒支援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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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姊妹學校交流」報告 

 

學校名稱：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英業小學 

學校類別： 小學   負責老師： 郁振傑 

 
本學年已與以下內地姊妹學校進行交流活動： 

1. 
本校與玉律小學在 9/2018-4/2019 參加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與香港學習活動促進會聯

合主辦的「2018 年姊妹學校中國歷史及 STEM 問答比賽 

2. 
本校 12 位教師及 16 位學生在 1/3/2019(五)前往深圳市光明新區玉律小學進行學術交流 

3. 
韶關市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新聯小學校長聯同 7 位學生在 27/5/2019(一)探訪本校及進行

學術交流 

 

本校曾舉辦的姊妹學校活動所涵蓋層面及有關資料如下：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可選多項)及/或在「其他」欄填寫有關資料)  

 

甲. 管理層面（已舉辦）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A1  探訪/考察 B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A2  校政研討會/學校管理分享 B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A3  會議/視像會議 B3  
交流良好管理經驗和心得/提升學校行

政及管理的能力 

A4  
與姊妹學校進行簽約儀式/商討交流

計劃 
B4  擴闊學校網絡 

A5  其他(請註明) : B5  擴闊視野 

   B6  建立友誼/聯繫 

   B7  訂定交流細節/ 活動詳情 

   B8  其他(請註明) : 

 

管理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C1  完全達到 C2  大致達到 C3  一般達到 C4  未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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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教師層面（已舉辦）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D1  探訪/考察 E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D2  觀課/評課 E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D3  示範課/同題異構 E3  建立學習社群/推行教研 

D4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教學交流 E4  促進專業發展 

D5  專題研討/工作坊/座談會 E5  提升教學成效 

D6  專業發展日 E6  擴闊視野 

D7  其他(請註明) : E7  建立友誼/聯繫 

   E8  其他(請註明) : 

 

教師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F1  完全達到 F2  大致達到 F3  一般達到 F4  未能達到 

 

 

丙. 學生層面（已舉辦）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G1  探訪/考察 H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G2  課堂體驗 H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G3  生活體驗 H3  擴闊視野 

G4  專題研習 H4  建立友誼 

G5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學習交流 H5  促進文化交流 

G6  文化體藝交流 H6  增強語言/表達/溝通能力 

G7  書信交流 H7  提升自理能力/促進個人成長 

G8  其他(請註明) : H8  豐富學習經歷 

   H9  其他(請註明) : 

 

學生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I1  完全達到 I2  大致達到 I3  一般達到 I4  未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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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家長層面（未有舉辦） 

 (註 :學校不可使用姊妹學校計劃津貼支付家長在交流活動的開支)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J1  參觀學校 K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J2  家長座談會 K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J3  分享心得 K3  擴闊視野 

J4  其他(請註明) : K4  加強家校合作 

   K5  加強家長教育 

   K6  交流良好家校合作經驗和心得 

   K7  其他(請註明) : 

 

家長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L1  完全達到 L2  大致達到 L3  一般達到 L4  未能達到 

 

監察/評估方法如下： 

編號  監察/評估方法 

M1  討論 

M2  分享 

M3  問卷調查 

M4  面談/訪問 

M5  會議 

M6  觀察 

M7  報告 

M8  其他(請註明) : 

 

 

全年財政報告： 

編號  交流項目 支出金額 

N1  到訪內地姊妹學校作交流的費用 HK$9999.80 

N2  在香港合辦姊妹學校交流活動的費用 HK$ 

N3  姊妹學校活動行政助理的薪金 (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20%) HK$ 

N4  視像交流設備及其他電腦設備的費用 HK$16516.22 

N5  交流物資費用 HK$ 

N6  在香港進行交流活動時的茶點開支(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2%) HK$1218.00 

N7  老師的一次入出境簽證的費用(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1%) HK$ 

N8  其他(請註明) :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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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9  學年總開支 HK$27734.02 

N10  沒有任何開支 不適用 

反思及跟進： 

編號  內容 

O1  

有關交流活動的層面 [如適用，請註明]  

除了語文科觀摩外，可加入其他科目。 

                                                

O2  

有關交流活動的形式/內容 [如適用，請註明]  

    

                                                 

O3  

有關交流活動的時間安排 [如適用，請註明]  

      

                                              

O4  

有關交流活動的津貼安排 [如適用，請註明]  

      

                                               

O5  

有關承辦機構的組織安排[如適用，請註明]  

    

                                                 

O6  

其他(請註明) : 

 

 

 

交流參與人次： 

編號  層面 交流參與人次 

P1  本校學生在香港與姊妹學校交流的人次 200 人次 

P2  本校學生到訪內地與姊妹學校交流的人次 16 人次 

P3  本校學生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216 總人次 

P4  本校教師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12 總人次 

P5  本校學校管理人員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2 總人次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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